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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義理之學代表宋代易學的主流價值，而易圖在這主流學術中

也異軍崛起，成為另類的象數範疇，屬於漢代原始的象數系

統已然式微。林栗身處南宋前期的年代，其易學主張帶有揀

選、吸收與改造漢代象數之學，與宋儒《易》說的主要本色

不合，卻又存有程頤、蘇軾諸儒的義理之蘊，並反映出強烈

的儒學政治教化觀，同時也存在著豐富而獨特的易學圖式與

詮解內容，成為宋代易學中的特殊而又不可忽視者。因此，

本研究計畫擬為期一年的時間，針對林栗《周易經傳集解》

所反應的重要易學特色，進行詳細的析探。希望藉由全面而

周延的考索與爬疏，使能董理其易學的主要特質，包括：以

傳證經的詮義進路、儒理釋義的具體取向、援史入《易》的

方法與內容、取象用象的繼承與創新等方面，透過對林栗的

主體易學特色之理解與掌握，進一步確立其在宋代易學史的

角色、定位與啟示，也更進一步全面辨析與朱熹易學觀點的

歧異，檢討林栗治《易》的通盤得失與影響，試圖給予客觀

的允評。 

中文關鍵詞： 林栗、周易經傳集解、宋代易學、義理、象數 

英 文 摘 要 ： Yili (Principle Study) represented the mainstream 

value of Yixue in Song Dynasty. In this era, Tu-Shu 

started to be developed and fell into the category of 

Xiang-Sue, while the study of Xiang-Shu originating 

from Han-Yi had declin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different from most Song scholars, Lin Li 

incorporated and transformed the content of Han-Yi, 

drew on some of Cheng Yi＇s and Su Shi＇s Yili 

theories, strongly showed the political views of 

Confucianism, and developed complex and ingenious Yi-

Tu and offered interpretations； he thus became a 

distinct figure that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among Yi 

philosophers in Song Dynasty. 

     The present study is a two-year-long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Lin Li＇s Yixue theory, 

with the focus o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Lin＇s 

Yixue theory and his thoughts on Yili in the first 

year, and on his theories on Xiang-Shu and Tu-Shu and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his theory in the second 

year. Through a complete and thorough research,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Lin 

Li＇s theories on Yili, Xiang-Shu, and Tu-Shu, 

explain hi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Yixue 



thoughts, identify and comp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ideas of Xiang-Shu with those 

of Han scholars and of other prominent figures in his 

time, explore the meanings of his Yi-Tu and trace 

their origins, and review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his arguments, hoping to give an 

indication of his role in history, assess his 

influence and offer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英文關鍵詞： Lin Li； Zhouyi Jingzhuan Jijie； Yixue in Song 

Dynasty； Yili (Principle Study)； Xiang-Shu (imag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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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之主體易學特色析探 

摘要 

 
義理之學代表宋代易學的主流價值，而易圖在這主流學術中也異軍崛起，成為另

類的象數範疇，屬於漢代原始的象數系統已然式微。林栗身處南宋前期的年代，其易

學主張帶有揀選、吸收與改造漢代象數之學，與宋儒《易》說的主要本色不合，卻又

存有程頤、蘇軾諸儒的義理之蘊，並反映出強烈的儒學政治教化觀，同時也存在著豐

富而獨特的易學圖式與詮解內容，成為宋代易學中的特殊而又不可忽視者。因此，本

研究為期一年的時間，針對林栗《周易經傳集解》所反應的重要易學特色，進行詳細

的析探。藉由全面而周延的考索與爬疏，使能董理其易學的主要特質，包括：以傳證

經的詮義進路、儒理釋義的具體取向、援史入《易》的方法與內容、取象用象的繼承

與創新、重數尚圖的易學觀、字義辨析的詁訓之說、經傳疑議與變古等方面，透過對

林栗的主體易學特色之理解與掌握，進一步確立其在宋代易學史的角色、定位與啟

示，也更進一步全面辨析與朱熹易學觀點的歧異，檢討林栗治《易》的通盤得失與影

響，試圖給予客觀的允評。  

 
 

關鍵詞：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宋代易學、義理、象數、圖書 

 
 

英文摘要 
 

A Study on Lin Li’s Zhouyi Jingzhuan Jijie 

 

Abstract 

 

Yili (Principle Study) represented the mainstream value of Yixue in Song Dynasty. In this 

era, Tu-Shu started to be developed and fell into the category of Xiang-Sue, while the study of 

Xiang-Shu originating from Han-Yi had declined.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n early Southern 

Song, Lin Li incorporated and transformed the content of Han-Yi, drew on some of Cheng Yi’s 

and Su Shi’s Yili theories, strongly showed the political views of Confucianism, and developed 

complex and ingenious Yi-Tu and offered interpretations. Thus, Lin became a distinct figure that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among Yi philosophers in Song Dynasty. The present study is a one-year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f Lin Li’s Zhouyi Jingzhuan Jijie. Through a complete and thorough 

research,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Lin’s Yixue 

theories, including interpreting Jing through Zhuang, explaining Yi with Confucianism, citing 

historical events in Yi, his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obtaining Xiang and the use of 

Xiang, his focus on Shu and Tu, his Xun-gu theory, and his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theor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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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his arguments, the study also aims to give an 

indication of his role in history, contra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Yixue arguments with those 

of Zhu Xi’s, assess his influence and offer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Key words：Lin Li; Zhouyi Jingzhuan Jijie; Yixue in Song Dynasty; Yili (Principle Study); 

Xiang-Shu (image-number); Tu-Shu 

 

 

 

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之主體易學特色析探 

 

一、前言 

 

有宋一朝，經學的創新詮釋與認識視野，標示出以理學為主的新發展。易學可以視為

宋代經學中的最大宗者，單就《宋史．藝文志》中所記載者就有二百一十三部一千七百四

十卷，1尚不包括在術數類中所錄者，而清代《四庫全書》中收入兩宋《易》著也有五十餘

種，可見宋代易學發展可稱蔚為大觀。但是，宋代易學的新發展，並沒有因此延續或擴大

漢學的風華，而是開展出以理學釋《易》與陳摶（西元？-989 年）一系之圖書易學為主的

新里程碑。《四庫全書總目》對宋代易學作了簡要定調，云： 

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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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

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己互攻駁。2 

認為宋代易學在象數方面為代表的是陳摶、邵雍（西元 1011-1077 年）諸家所論「河圖洛書」、

「先天後天」與太極圖說等以圖書為主的新的象數之學，已非漢代的象數面貌；在義理之

學方面，包括以胡瑗（西元 993-1059 年）、程頤（西元 1033-1107 年）為主的儒家性格的易

學，以及李光（西元 1078-1159 年）、楊萬里（西元 1124-1206 年）等以引史解經為特色的另

一系統的易學。雖然《四庫全書總目》概括之說未必全然精確，但也提供了宋代易學發展

的大概輪廓，並反映出一個事實，宋代著重義理的發闡，義理之學在兩宋時期代表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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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數之學已非宋《易》所能牢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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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漢代象數易學的思想主張，在這個時期，面臨發展傳佈的困境。

雖然如此，並不意味著漢儒之象數觀點在此時代已不復存在，至少南宋前期的朱震（西元

1072-1138 年）、3鄭剛中（西元 1088-1154 年）、4張浚（西元 1097-1164 年）、5林栗（西元 1120-1190

                                                 
1
 王柏《讀易記》中也提出《宋史．藝文志》未著錄十九部，共一百八十六卷。同本文所引，皆見《宋史．

藝文志》，卷二０二，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1 版 1 刷，頁 5042。 
2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3 月初版，頁 54。 

3
 朱震為上蔡謝良佐門人，亦即為「二程再傳」的弟子。（生平事蹟詳見黃宗羲著、全祖望補本《宋元學案．

漢上學案》，卷三十七，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 月北京 1 版 3 刷，頁 1251-1252。）撰《漢上易傳》，併
《周易圖》與《周易叢說》，收錄於《四庫全書》中。朱震易學之研究，參見拙著《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
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年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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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等人，可以視為重要的典型代表，標示為南宋前期特色相近的象數與義理兼綜的主要

代表人物。 

  在宋代政治史、學術史，甚至易學史上，林栗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由於個性剛

介耿直，敢於疾言直諫，立言正色，同朝僚臣多不敢趨附，甚至表明「不願與之同朝」。雖

然他性格狷急，但一般人大致認同他是「強介有才」，有識者肯定他具仁直之性，就連當時

孝宗也給予「累更事任，清介有聞」的讚譽。7然而，他的負面形象，也源於剛直固執的個

性，尤其與朱熹之相牾，造成其一生的嚴峻衝擊，影響往後政治生涯、學術定位與易學之

認同，甚至帶來身後論著存廢的威脅。《宋史》指出林栗擔任兵部侍郎時，朱熹奉召為郎官，

以腳疾為藉口未即就職，加上初次見面談論《易》與《西銘》，彼此諸多觀點上的殊異，林

栗提出嚴厲的糾彈，視之為「浮誔宗主」、「亂人之首」，奏請孝宗能予停罷，以儆傚尤。林

栗之參劾，卻遭來太常博士葉適的反駁，認為林栗以「道學」之目搆陷，為莫須有的罪名，

自此應端正綱紀，泯絕欺罔，「摧抑暴横以扶善類」。於是，林栗因此貶黜出任泉州。
8
林栗

的罪責朱熹之事，直接影響後人對其政治事功與學術成就的嚴厲批判。 

  黃榦（西元 1152-1221 年）受業於朱熹，朱熹並以女妻之，倍受朱熹之惜愛，「榦亦能

堅守師說，始終不貳」。《四庫全書總目》指出「林栗與朱子論《易》不合，至搆釁攻擊朱

門弟子，有欲火栗之書者，幹祭栗文，獨能不沒其所長，可謂絕無門戶之見」。9同時在其

                                                                                                                                                              
4
 鄭剛中著《周易窺餘》，《四庫全書總目》說明其《易》作之特色，指出「兼取漢學，凡荀爽、虞翻、干寶、

蜀才、九家之說，皆參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義間異先儒，而亦往往有當於理」，為同於朱震為象數與義
理兼採之易學家。過去之主要研究成果，為林源翊的學位論文：《鄭剛中易學研究》，臺北：私立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2007 年 6 月。林先生之論文，為目前鄭氏易學研究較具規模者。 

5
 張浚博通群籍，專邃於《易》，主要《易》著為《紫巖易傳》（含《讀易雜說》），其內容立言醇粹，雖根柢

象數，述論陰陽動靜之說，皆在於義理思想的闡發，為南宋繼朱震之後，以象數與義理兼綜的重要易學家。
有關張浚的易學思想主張，參見拙著＜張浚《紫巖易傳》的重要象數詮義觀點＞，《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第 20 期，2010 年 6 月，頁 139-178。又見拙著＜張浚易學的中道觀＞，《第六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中華民國易經學會、國立台臺北教育大學主辦，2009 年 11 月，頁 547-571。 

6
 有關林栗之生平，詳見《宋史》本傳。朱彝尊《經義考》中，於其論著《周易經傳集解》目次下，亦有詳

述，為朱氏少數詳論者。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早期任崇仁尉、太常博士等職，
孝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又知湖州、知夔州、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知潭州、集英殿修
撰、知隆興府、兵部侍郎等諸多職務，職兵部侍郎時，朱熹任為郎官，因熹腳疾請告未見，復以論《易》
與《西銘》不合，乃疾言奏劾朱熹傲睨妄為，不肯供職，卻反為太常博士葉適與侍御史胡晉臣所劾，後知
泉州、知明州。謚簡肅。（詳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1
月 1 版，頁 12026-12032。）《宋史．藝文志》載錄其著，有《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春秋經傳集解》
三十三卷、《論語知新》十卷、《林栗集》（《簡肅集》）三十卷、《林黃中奏議》五卷。（見脫脫等撰《宋史．
藝文志》，卷二百０二、二百０八，頁 5039、5063、5068、5377。）其《周易經傳集解》論著，雖以「集解」
為名，並非廣採諸家《易》說，而是認為有宋以來，學者研《易》論《易》，往往取經而不取傳，忽略了《繫
辭傳》等《易傳》諸文的重要，「集解」即合《易傳》諸篇之詮解而言；反映出易學觀點的自我認識，折衷
執要而抒己意。有關其更為詳細之生平與學術概況，詳見後文所述。 

7
 林栗清介敢言之個性，《宋史》可見其事略，如當金人請和之時，他上封事直指並非適當之計，進諫君上不

能或忘徽宗之屈、宗廟之仇，與之言和，卻「事之以弟侄，其忍使祖宗聞之乎」！怎能不令人有齒寒之憂！
與之講和，又不能棄兵而不養，而與之歲幣，又是畏金的表現，如此「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
安得不攜貳」。又如孝宗懲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林栗直言云，「權在大臣，則大臣重；
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人，收攬其權而不肯獨持之」，要
孝宗慎斷君臣行權之道，否則權綱淆亂，恐有君王自執之誤與臣下竊權之憂。敢於諫言、敢於行事者，不
敷一一贅舉。（詳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26-12032。） 

8
 引文與關論述，見《宋史》林栗、朱熹、胡晉臣、葉適本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31-12032；卷四百二十

九，頁 12758；卷四百三十四，頁 12890；卷三百九十一，頁 11978。另外，《建炎雜記》也載錄「葉正則論
林黃中襲為學道之目，以廢正人」的重要文獻資料。（參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七，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8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519。） 

9
 相關引文見《四庫全書總目》。引自黃榦《勉齋集．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1。黃榦為南宋福州閩縣（今福建閩侯）人，字直卿，號勉齋。受業於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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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齋集》也提到對林栗的高度評價，認為他剛毅近仁，不因頹俗隨波而俱淪，不會為求

「偉我之節，而脂韋軟媚以效兒女子之態」，在學問上更不會「不觀知聖賢作經之意，而剽

竊摹擬」，以媒求一己之譽。同時認為他「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羲經之文象，究筆削於

獲麟，忘齒尊而爵貴，常矹矹以諄諄」。專擅於《易》與《春秋》，其剛正之性，俱見於為

官治學之中。其執實之個性，「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故雖有此失，

「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10與朱熹之牾為失，但行誼論著仍為「大醇」之善，

當給予正面的肯定。清代朱彝尊指出林栗以其《周易經傳集解》進付秘書省，得到高度的

褒揚讚頌，認為他「才猷俊茂，器識高宏，繇深造於淵源，務旁周而綜彚」，能夠「備繹始

終，兼該表裏，會萃編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11褒揚其書條貫有序，表裡兼備，包羅圖

書與象數之富。並且認為他剛勁正直，又具仁德之性，或雖朝堂正色，或與朱熹有沮，不

能因此否定其書之價值，應「憎而知其美者」。12前人的是非譽毀，不可掩其論著之價值，

其學術成就仍當受到合理公平的對待。因此，從對林栗易學特色的爬梳，可以更為精準的

理解二家歧異之全貌，也能得到更為具體而客觀的公評。 

  雖然林栗學承幽阻，但歷代仍有甚多學者肯定其論，例如南宋代馮椅（西元？年）《厚

齋易學》廣引其說，元代丁易東（西元？年）《易象義》亦多引其言以論卦象，其它如明代

張獻翼（西元 1531-1601 年）《讀易紀聞》、清代沈起元（西元?年）《周易孔義集說》、清代

趙繼序（西元？年）《周易圖書質疑》等諸論著，13也都肯定其易學成就，大量援引其說，

以其陳言不失粹然真儒。 

  林栗作為一位象數與義理兼綜的易學家，囊括異同、繼承與改造同時代《易》家的易

學主張，包括程頤、邵雍、張載與蘇軾等人的思想，加上對漢魏以降象數易學的傳承，集

象數與義理而相得益彰，期待能夠深入探討他所代表的漢宋易學思想之實質面貌。林栗以

象數作為釋義之工具化運用，高度展現出程氏儒學《易》後繼之勢，推闡經傳文義，處處

援用孔門儒典，歷來《易》著無有出其右者，可以視為儒學《易》說之典範，此一義理述

《易》之成就，特應予以關注與肯定。藉由全面而周延的考索與爬疏，董理其易學的主

要特質，透過對其易學特色之理解與掌握，檢討林栗治《易》的通盤得失與影響，確

立其在宋代易學史的角色、定位與啟示，給予客觀的允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林栗《周易經傳集解》的主體易學特色，內容包括：以傳證經的詮義

進路、儒理釋義的主體取向、援史入《易》的方法與內容、取象用象的繼承與創新、字

義辨析的詁訓之說、經傳疑異與變古等方面，透過對林栗易學的主體特色之理解與掌

握，進一步確立其在宋代易學史的角色、定位與啟示，也更進一步辨析與朱熹易學觀點

                                                                                                                                                              
後為其女婿，深受朱熹之賞識，朱熹臨終前親將手稿付之。相關之記載，參見《宋史》本傳。 

10
 相關引文見黃榦《勉齋集．代祭林黃中侍郎文》，卷三十九，頁 485-486。 

11
 見朱彝尊《經義考》，卷二十七，頁 159。 

12
 見朱彞尊《曝書亭集》，卷四十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18 冊，1986 年 3 月初
版，頁 129。 

13
 參見南宋代馮椅《厚齋易學》廣引其說，元代丁易東《易象義》亦多引其言以論卦象，其它如明代張獻翼
《讀易紀聞》、清代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清代趙繼序《周易圖書質疑》等諸論著。宋元以降，肯定其
說，援用以論釋其義者，歷記不殆，不予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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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歧異，檢討林栗治《易》的通盤得失與影響，試圖給予客觀的允評。 

研究的主要目的，希望能夠藉由對林栗易學特色的全面而周延的探討，獲得下列的一

些認識、釐清與有系統的見解： 

（一）認識林栗易學之整體內容，董理其易學所表現的主要特色，以及義理與象數方

面的實質內涵。 

（二）探討林栗易學中的義理思想，對其有關思想進行全面性的梳理與檢討，尤其瞭

解其儒學釋《易》與以史證《易》的思想內涵，確立其義理思想的具體面貌。 

  （三）探討林栗易學中的象數觀點之實質面貌，評析與漢儒、同時期重要《易》家象

數觀點的異同。 

  （四）釐清林栗與朱熹重要易學觀點之爭議，尋求合理而公平的評論。 

  （五）以宋代易學的發展為核心，釐清林栗易學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與啟示。 

（六）檢討林栗治《易》的通盤得失，以及對後人的實質影響，期能獲得客觀之允評。 

 

三、前人有關研究成果述評（文獻探討） 
 

林栗代表南宋前期集象數、義理與圖書之學三者兼綜的重要易學家，在義理方面，歷

來學者如黃幹、郭造卿、朱彝尊等人，或者提及醇厚義理之蘊，多有可觀之處，但並沒有

具體指出其可觀之所在。其義理之內涵與表現若何，並沒有具體的介紹或評論，只有少數

提及多採程頤與蘇軾之說者，至於前期易學家在義理上的影響有多少，則空乏闕如。根據

本人的初步理解，認為林栗重於從儒家的政治觀點上，闡明君臣的關係，重言君子與小人

之別，好於效法先王之政，運用對三代王朝政治的認同與效法，具體落實在卦爻辭義之中。

以歷史的認識，廣泛運用先王之政進行辭義申述，援史入《易》，成為其易學取向的重要進

路。這樣的義理取向，為本研究探析的重要議題。 

南宋俞琰《讀易舉要》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同時指出「兵部侍郎福清林栗黄中

撰《周易經傳集觧》三十六卷，淳熈中表進，末卷為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為

六十四卦，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為六十四也，以辨邵康節、朱子發之説。其

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為朱公所闢也」。14林栗並不認同以復、姤諸消息卦所共

構的六十四卦卦變思想，認為這種卦變體系，並非傳統易學之所有，也不具應有的合理性，

反對從漢代虞翻所開始新立的卦變體系，乃至李挺之、邵雍與朱震所修正與改造的卦變主

張，自然也就反對朱熹為邵雍的辯護與朱熹所堅持的卦變之說。但是，林栗另立六十四卦

的變化結構，似乎也可以視為另類的卦變主張。卦變思想在宋代，為象數之說的重要觀點，

其發展演變與諸說之差異，為值得探討之議題。 

元代丁易東《易象義》亦多引用林栗之言以論卦象，肯定所用之象，然而卻認為其「以

一卦包八卦，正取、反對、正體、互體兼言之，必欲卦卦如此推求則泥矣」。15指出林栗象

數之學的重要主張，包括六十四卦的每一個卦的基本組成結構為一卦包覆八個單卦，合於

太極推布為八卦的化生觀念；以及指出所包之八卦，包括從正取與反對，以及正體與互體

的方面形成。但是，因為每一個重卦皆是這樣的組成，所以陷於太泥。不過，從一個知識

                                                 
14
 見俞琰《讀易舉要》，卷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466。
又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 5 月臺 1 版，頁 21。 

15
 見丁易東《易象義．統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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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建構的一致性來看，林栗建構出這樣的一套重卦之內在組合系統，每一個重卦都能本

此結構系統下的卦象來詮解卦爻辭義，能夠符合一致性與完整性的性質，誠屬不易，如此

一來，泥不泥已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了。 

清代杭世駿於＜周易經傳集解序＞，具體指出林栗的易學特色，除了以正反卦的互體

成卦立象之外，特別辨正王弼之非，直指陸希聲之誤，懷疑《子夏易傳》之偽。林栗承前

人之說，不以前人皆是，斷然有考，取捨有別，有其自家之認定標準，也深富辨正考索之

精神。杭氏高度肯定林栗之論著，大義明白粹美，涵泳聖人之詣旨，著實得聖御之褒，以

及朱子愛徒黃榦所稱獎，「有鐵擿三折之勤」，本當可頌可傳，奈何與朱熹之齟齬有眚，而

遭廢書之災燹，堪足為學林所惜。16 

  晚近學者論及林栗者，僅為潘雨廷（西元 1925-1991 年）的《讀易提要》中的＜林栗《周

易經傳集解》提要＞；17徐芹庭的《易學源流》中將之歸為「宋代圖書象數派之易學」，作

了不到百言之介紹；
18
另外還包括王鐵（西元 1948-年）的《宋代易學》中所提到的＜南宋

前期漢、宋象數學的合流與朱震、張浚、林栗等人的易學＞。19三家所述，雖內容不豐，但

已是當代論及林栗之少有者。 

潘雨廷認為林栗之作，「宗朱者皆不取此書，實則朱子亦不欲毀其書，蓋得失互見」。

林栗之書不應囿於門戶之見而不取，從朱者不取是朱子之失。潘氏指出林栗重視用象，「固

《易》之本務，惜其言之未純耳」。以其象數之說不夠「純粹」，其可能之概念為：其一、

象數之用不夠純粹，即象數之外，義理也是主體，象數所佔的比例，沒有絕對的優勢。其

二、所呈現的象數之說，並非決然為漢儒之說。同時針對林栗之說，建立一個以變據象的

卦爻變化關係圖式，認為林栗「逐卦本《序卦》之次以明其變，則猶卦變且有據乎象，可

成一家之言者」。又根據林栗之思想主張，製作出「林氏體象圖」。對於以太極生次的觀點，

架構每一個別卦的說法，也提出了批評，指出林栗「以各卦當太極，下上兩體為兩儀，四

三畫卦為四象，反之八象為八卦，准此以非先天圖，尤覺欠通，即與朱子言《易》不合之

癥結」。又針對林栗的「大衍總會圖」進行簡要說明。對於林栗此著的綜合評價為「于取象

說理尚有所見，非人云亦云者，此其長也。唯自囿所見而未能融合各家之說，有剛愎自用

之弊，此其短也」。言象說理，有其可觀之處，但未合各家之言為其小失。20潘氏之說，內

容簡略，但仍可作為未來研究之參照。 

徐芹庭視林栗為宋代圖書象數學派的易學家，特別標示出重視反卦與互體之法。徐氏

之說，內容簡約，摘取自《四庫全書總目》之說，並無增多之說明。21 

  至於王鐵之說，將之歸為南宋前期漢宋象數之學合流的主要易學家，以之與朱震、張

浚並言。其內容中，點出林栗所認識的自然界，「天地未判，有物混成，是為太極」；雖未

進一步的說明太極的實質內涵，卻知太極為「有物」，與朱熹的為「無」、為「理」是不同

的。這樣的議題，為未來探討林栗的義理思想，以及與朱熹思想的比較，所關注的重要議

題。同時，他也強調林栗解經，每一卦都是兼用互體與覆卦之法。又說「林栗反對邵雍的

                                                 
16
 參見《四部要籍序跋大全》中，杭世駿＜周易經傳集解序＞。引自林栗《周易經傳集解》，臺北：趙韞如編
次《大易類聚初集》第 3 冊，頁 515。（收於是書之後） 

17
 參見潘雨廷《讀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7 月 1 版 1 刷，頁 180-187。 

18
 參見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 8 月初版，頁 678-679。 

19
 參見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9 月 1 版 1 刷，頁 178-184。 

20
 括弧諸引文與有關內容之敘述，參見潘雨廷《讀易提要》，頁 180-187。 

21
 參見徐芹庭《易學源流》，頁 67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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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學，朱熹主張邵雍的先天學，這是二人在易學上的根本分歧」。所據者，仍是傳統的文

獻所述者，對於二人先天學的根本分歧之實貌為何，則未進一步詳作考察。又點出林栗反

對李之才的卦變系統，也直接的否定邵雍與朱震之說。在圖書之學的內容上，提到林栗特

別推尊劉牧的《河圖》、《洛書》；的確，林栗於其圖說之中，表明北宋以來所流傳的圖式，

唯《河圖》與《洛書》為真確，也合於《易》道本旨。對於林栗的數論方面，指出林栗提

出所謂的八卦之數四十之說。這些提點，都是林栗易學中的重要主張，也是本研究未來所

要考索述評之重要議題。王氏對林栗易學的綜合評論，指出其「經文的解釋幾乎都是始於

言象而終於言理」，強調「林栗的易學表現了南宋前期易學發展的主流」。22王鐵雖然僅是概

括一二的述說林栗之學，但在有關文獻有限的狀況下，其說仍是重要的參考。 

林栗在宋代的易學發展歷程上，佔有極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反映出南宋前期的易學

特色，在林栗的易學思想主張中，即可看出這個時期的易學取向，同時也可以標誌出屬於

他自己的獨特易學風格。遺憾的是，一般研究者對宋代易學的關注目光，大都把焦點擺在

主流易學家身上，再加上林栗與朱熹的衝突所糾葛出的學術情結，林栗之學似乎刻意為朱

子後學所排拒，其易學成就始終被忽略而沈寂未聞。盱衡諸思想史、儒學史論著，乃至易

學相關文獻，林栗或被輕輕點綴，或被略而不言，更甚者為人云亦云的負面評斷，得不到

應有的公平對待。已如計畫前文所述，林栗作為宋代易學家的重要典型，有其特殊而多元

的風格，對同時期與後學亦有影響，不論從實質內容、易學史、學術史的探討，都值得深

入品味，展現其研究之價值。 

 

四、研究方法 
 

研究林栗易學的態度，本著從學術的本身看學術，從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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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瞭解林栗易學之特色，掌握其各個議題主張的實況，以進一步

作具體之評析與檢討。 

 

（一）歷史研究法 

 

本研究對於林栗的治《易》態度與方法、易學論著所呈現的內容特質，以及從相關的

易學特色與朱熹觀點的參照，所存在的學術糾葛和思想歧異，就是希望從林栗所處的當時

歷史位置來著眼，掌握宋代易學主張的發展實況，以獲得確切的合理認識。 

  本研究將從歷史角度，儘量回歸歷史，投射在歷史的視野上，去認識林栗的易學思想

主體特色，從歷史的視角去關注與考索其易學實質內涵，乃至其易學思想的整體得失檢討，

皆本此歷史研究的態度，從歷史的角度切入，期望對林栗作較客觀的認識與評價。 

 

（二）系統研究法 

 

本研究對象涉及林栗易學特色下的思想主張之承繼與改造前人的說法，以及論述之觀

                                                 
22
 括弧諸引文與有關內容之敘述，參見王鐵《宋代易學》，頁 17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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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往往彼此有強烈的聯繫關係，不論是義理方面的太極生次之思想理論體系，乃至象數觀

點中六十四卦聯結出的另類卦變主張，這些問題彼此相互關聯，個別看待或獨立論說，容

易流於支離，整體考量，才能使結果更富系統性。 

不論是義理特色的個別議題，或是象數方面的單一主張，與其易學的核心觀點環環相

扣，因此，在議題的設定，或是進行探析論述，都將作綜合而整體的考量，勿使研究之內

容，陷於支節，這是本研究所必審慎關注的。 

重視研究材料的系統性原則，詳細判讀、綜合分析林栗的論著內容，以及歷代學者的

相關評論文獻資料，使在考索其主體易學特色之內涵，以及進一步析論與朱子的歧異和整

體得失檢討上，得到較全面而妥切的結果。 

 

（三）文獻歸納、分析與考證的方法 

 

面對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的宏富思想與龐雜的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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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林栗易學之主

體特色，以及對其易學思想的全面檢討、治《易》得失，都重視歸納的工作。在儒理釋義

的內容取向方面，不論是政治教化的重要主張，或是以史論《易》的觀點，乃至在取象用

象的繼承與創新方面，包括太極生次之取象方法、爻位觀等主張，也都重視作歸納與分析

的方法。林栗本身所涉諸多易學傳衍源流的問題，如卦象的運用、以史證《易》的歷史觀、

與朱熹的衝突與爭辨問題等等，皆著重於考證的工夫。本研究面對林栗這樣特殊的易學家，

特別重視綜合歸納與分析、考證的方法運用。 

 

（四）相對比較法 

   

  本研究在考索林栗接受北宋以來包括程頤、蘇軾、邵雍等人的影響，融會創新，尤其

因此建構的義理內涵，為釐清其實質的面貌，特別採取相對比較之法；如太極生次的看法、

政治教化觀等議題，採用此法。另外，不論是爻位觀、卦象說等方面，也重視相對的比較，

比較林栗的有關主張，與漢儒的觀點和宋儒的觀點，是不存在著差異。本研究特別注意從

相對比較中認識其有關思想主張與諸家彼此特性上的異同，進而理解林栗觀點上的得失。 

 

（五）主題討論法 

   

  本研究以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之主體易學特色作為研究之論題，為凸顯林栗在某些

易學觀點上的特殊性，不採一般性的論述，而以考量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符合研究對象的

本色，設定最具特色的主題以進行探討。例如關注其象數易學的表現，特別以取象用象的

繼承與創新作為特色之主體，重視其觀點的實質內容、與漢儒及宋儒的異同、得失檢討等

等；關注其義理方面的特色，主要從以傳證經的詮義進路、儒理釋義的主體內容取向、

援史入《易》的方法與內容等幾個方面入手。建立具體的主題討論方式，以彰顯林栗易學

的主體色特，展現具體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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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本著從歷史的角度來認識與論述林栗的易學思想，並在主要的研究課題上，重

視研究的系統性與全面性，採用蒐整歸納、分析考證、相對比較與集中主題等方式，期使

本研究能獲得新的視野與更合理的詮釋面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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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證經的詮釋進路 

 

林栗明確的肯定《十翼》為孔子所作，並無任何的異議，所以《十翼》之用，也直接

表明為孔子之言；在歷經北宋疑古變古的年代，《十翼》的作者問題，曾經一度被質疑，到

了林栗時期，非但不受影響，尤更以具體明確的稱說，捍衛當然為孔子之言的必然性。採

取以傳解經的釋義方式，也傳達出孔門釋《易》的本色，孔門易學思想的理解，為其核心

的認識。 

 

1.以傳解經的釋述結構 

 

  林栗肯定《周易》歷三聖而成其聖人之教，伏羲畫八卦，六王重為六十四卦，所謂「三

畫，伏羲氏八卦也；六畫，文王重之也」。23八卦立象，六十四卦而為繫辭，藉以知天地之

道，定為人事之吉凶。孔子之贊《易》，作《十翼》，存其古義以便後人觀覽稽考，故《易》

道之所顯，乃「仲尼父之所諄諄誨人也」；24《易》道之本然大義，正為孔子述義之懿旨，

也為《易傳》之所見，回歸《易》之本義，必以《易傳》為基礎，故以傳解經成為論《易》

之必然進路。 

  自然變化之理，人事吉凶之道，皆在孔聖《易傳》中得其大義，林栗質疑歷來學者不

重視《易傳》，他說《易》道藉由「聖人顯而示之，繫以告之，定以斷之。聖人之誨人，明

白諄切如此，而學者未嘗致思，乃欲遺《大傳》而不取，不亦惑乎」！25歷來學者不取《易

傳》釋《易》，必不能明白聖人作《易》大旨，捨《易傳》則無法深明《易》義。 

  林栗說明孔子作《易傳》，其性質內容，云： 

夫子之贊《易》也，蓋別為篇章，初不連屬，於經文之下，其題曰《彖》者，釋彖

也；題曰《象》者，釋象也；題曰《繫辭》者，釋凡彖爻之下繫辭之大意也；題曰

《文言》者，衍釋乾坤二卦之言也；題《說卦》者，衍釋八卦之說也；題曰《序卦》

者，釋六十四卦之序，所以相敘而相成也；題曰《雜卦》者，釋六十四卦之變，所

以相雜而相居也。26 

                                                 
2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 冊，1986 年 3 月初版，

頁 4。 
2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3。 
2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4。 
2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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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贊《周易》，最初不與經文連屬，而別作篇章以行世。其《彖》者，乃斷釋卦辭；其

題作《象》者，乃以象釋說卦爻辭義；其題言《繫辭》者，乃述明卦爻辭所表彰之大義；

其題云《文言》者，乃推衍闡釋乾坤二卦之內涵；其題言《說卦》者，乃衍釋八卦之序列、

關係、卦象、卦德等八卦之基本內容；其題言《序卦》者，為釋說六十四卦的序列，依序

彼此相依相成的關係，則明白一卦之義，聯結此卦與前後一卦更可知其然；題言《雜卦》

者，主要在釋說六十四卦間的變化關係，也就是某兩個卦可能存在的必然關聯，彼此對應，

更可體現卦爻辭義與屬性。因此，《易傳》之作，已周全而概括《周易》之本來知識體系，

彼此互為表裡，為論《易》所無可分割的，甚至經傳是一體的。 

  林栗進一步說明《易傳》在經傳分合的演變過程中之定位，云： 

夫子所作《十翼》，先儒既取其釋，《彖》、大小《象》、《文言》，分係於經，學者便

於尋繹，自漢以來未之有改，而獨《係辭》、《說卦》、《序卦》、《雜卦》，至今為完篇。

《說卦》止於八物，而《係辭》領略綱紀，固不可得而分係之矣。若夫《序》、《雜》

二篇，條陳其用，无所遺漏，宜與《象》、《彖》同其離合。然而不之取者，《序卦》

皆相因，《雜卦》皆相交，相因之義近於淺易，相交之辭幾於隱者，是以學者難言之，

而又疑其未必然也。未必然者，妄也。楊雄有言曰：「聖人之言天也，豈妄乎！」夫

《序卦》者，卦之所以相推而立也，《雜卦》者，卦之所以相錯而成也；相推故相因，

相錯故相交，是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也。……愚故倣《彖》、《象》之例，取《序卦》

一篇，自屯而下，釋於逐卦之首，而《雜卦》之義，辨於爻象之前。27 

孔子作《十翼》，離《周易》古義未遠，秦漢以來之學者，皆肯定其著，以之釋說《易》義，

將《彖傳》、《象傳》、《文言傳》分別繫於卦爻辭之後，以便學者之尋繹參照，而《繫辭傳》、

《說卦傳》、《序卦傳》與《雜卦傳》，獨立於後，如此而形成相對完整的經傳相合之形式布

列，這種主流的相合模式，自漢代確立以來，成為普遍的共識而未曾改變。林栗肯定經傳

的緊密關係，又特別將《雜卦傳》釋卦之義，分繫於各卦之中，亦將《序卦傳》割列於自

屯卦以下的六十二卦論釋之首。 

 

2.以傳解經的內容之具體實現 

 

  林栗提出以太極生次的八卦成象作為卦爻取象的主要依據、以《序卦傳》確立前後卦

的相因與變化關係、以《雜卦傳》強調卦爻大義等三個具體而重要的內容展現。 

 

(1)太極生次的八卦成象作為卦爻取象的主要依據 

 

  六十四卦的卦爻辭義，林栗透過卦象之確立，使每個重卦皆能取得八個卦象，藉由這

些卦象以論釋卦爻義；每個重卦都由固定模式形成的八個卦象，這八個卦象得以充分運用，

來源即根據《易傳》的太極生次之說法而來，林栗云： 

謹按《大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27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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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斷也。28 

混沌太極生成兩儀，進而四象、八卦，八卦之生成，確立事物之吉凶，八卦存於每個時態

之中，亦即存在於六十四卦的每一重卦之中。每一重卦正面有四象，昭示一重卦的正面實

態，並定為吉凶，透過繫辭以告明與決斷其然。 

  六十四卦由上下二卦所合而為六爻重卦，「所生六位，定其六爻」，六爻之中並含八卦

之象，八卦配顯於每一重卦之中，則「八卦形而八物備，類而聚之，羣而分之，相得則吉，

相違則凶，或害之有悔有吝」。太極化生八卦，八卦象徵八種物類，比類群分，類定於六十

四卦之中，以之推定吉凶悔吝。故「吉凶之所由定，而八卦於之所生」。八卦象生，「聖人

以此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此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吉凶斷定，萬理可稽。因此，六十四卦的八卦象生，本於「會其太極，奠其兩儀，表其四

象」，而終「歸其八卦」，八卦象立於重卦之中，然後藉以觀象玩辭，決斷是非。29以太極生

生化的八卦生成象定之說，本於《易傳》所述。 

  太極生次的八卦成象主張，為林栗獨創的易學思想之重要觀點，也代表林栗易學或象

數之說的主要特色，故後文將另立子題再作詳述。 

 

(2)以《序卦傳》確立前後卦的相因與變化關係 

 

  林栗根據《序卦傳》的卦序說，確立固定順序的前後兩卦之彼此變化與聯繫關係；前

後兩卦的相因與變化之關係，並非僅為傳統上普遍論及之兩兩構築的三十二組卦之非覆即

變的卦序結構概念而已，特別展現六十四卦前後皆構成爻位變動以成新卦與聯結卦象之關

係，六十四卦共成一個前後關聯的完整變化系統，可以視為另類的卦變體系。 

順應《序卦傳》的六十四卦之變化系統，決然不同於虞翻以來的卦變體系，也非之後

包括李挺之、邵雍、朱震、朱熹等人的卦變主張。林栗根本上反對這些以乾坤為起始，以

消息卦為基礎所構成的卦變系統，認為並非是《周易》原有的思維與認識，而是後人附會

的新說。他特別針對朱震所傳的卦變說，指出「故翰林學士朱震所傳邵雍變卦圖凡十五，

首推本其說於處士陳摶，大抵欲發明六十四卦所從來之故。其一曰反對，其二曰相生反對」。
30朱震所言邵雍變卦之說，歸本於陳摶乃至李挺之對六十四卦生成變化的理解，主要包括六

十四卦反對卦變之說，以及六十四卦相生卦變之說等二個不同之系統。林栗從《周易》六

十四卦序列的原始內容視域切入，強調「臣以為此乃邵氏朱氏之《易》，非文王孔子之《易》

也。臣聞中古聖人以乾、坤、坎、離、震、巽、艮、兌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臨、

遯、泰、否變為六十四也」。31文王、孔子時所建構的原始易學體系，其六十四卦的形成，

主要是藉由八經卦的相重而成，絕非為復、姤、臨、遯等消息卦所變，因此，邵雍、朱震

之說，乃至回溯宋初李挺之、漢代虞翻之內容，皆非原始易學之所有，當然期晚出的朱熹

卦變說，也非原本《周易》之實有。 

《周易》六十四卦的形成，乾坤生六子為八經卦之後，再進一步重為六十四。重為六

                                                 
2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4。 
29

 諸括弧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4。 
3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498。有關朱震卦變之說，參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第 1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314-292。 

31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499。 



 12 

十四卦應有其相重成卦的序列關係，但林栗於此並未作說明與運用，反而側重今本六十四

卦確存的卦序，亦即依準代表孔子之說的《序卦傳》卦序主張。六十四卦卦序，為卜筮系

統的原始面貌，一卦一卦依次排序，為無可更易的定勢；以此卦為根本，由此卦內部爻性

的變化，進一步成為彼卦。同時，彼此二卦的變化關係，適足以展現此某卦之卦義。 

隨機取遯 卦而言，六十四卦的卦序上，遯卦前一卦為恆 卦，林栗指出「遯之成卦，

恒之變也。自恒之遯，二五相易，變其上爻而成遯也」。遯卦由恆卦所變，恆卦二五兩相易、

上六變而為陽，則為遯卦。林栗認為恆卦「內陽而外陰，內徤而外順」，如此可得恆久之道。

然而變而為「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為「小人進而君子退」的遯退之世。32透過《序

卦傳》的卦序釋說，說明二卦的變化情形，也具體反映遯卦卦義之實然。 

  卦與卦的變化關係，由傳統既定的卦序與《序卦傳》所述明的概念作為依據或參照，

建立一套後一個卦為前一個卦所變的體系，其中有二十七個卦與前一卦之關係為反卦的變

化關係，其餘的卦則依各該卦與前一卦的差異，進行爻位或單卦的變化，因此沒有一定的

變化規則或準據。但是，林栗重視《序卦傳》的卦序變化主張，藉以建立屬於自己新制的

另類卦變體系，除了闡發各卦的變化關係外，也開展在此變化關係下的卦義內涵。因此，

林栗釋說六十四卦之卦爻義，首先即以《序卦傳》之說為據，作為以傳解經的重要來源。 

 

(3)以《雜卦傳》強調卦爻大義 

 

  林栗釋說六十四卦卦爻義，特別掌握《雜卦傳》的觀點，以《雜卦傳》立說，除了述

明卦義外，更重要的是聯繫六爻之爻義。對於《彖辭傳》與《雜卦傳》內容之別，他曾以

「彖」、「雜」二字釋其義，指出「曰『彖』也者，一卦之義也；『雜』也者，六爻之義也」。
33二者之別，《彖辭傳》主要在於斷明一卦之主體大義，而《雜卦傳》除了概括卦義之外，

更重要的是述明六爻之義。 

  以革 卦為例，林栗引《雜卦傳》「革，去故也」，釋說革卦卦義與卦爻之性。他說革

卦卦義為「革去其故」，即「井之革所以去其故穢也，金之革所以去其故鑛也，政之革所以

去其故弊也」，革其過往之弊劣污穢，亦在求其變革，故「革之言變也」，由執其變者為之，

是「尊者變法，卑者聽焉；賢者變禮，不肖者從焉」。尊上者應時之需，適時變革律法，而

下位者遵法而行；賢能者應時修明禮制，百姓因之以從。革卦既以革故為義，其六爻「陽

為革命之君子，陰為革從之小人」，主導革故者為陽爻君子，順從變革者為陰爻小人。然而

革卦為四陽二陰之卦，其初九、九四无應，而九三、九五為有應，林栗特別指出「有應者，

我之革物而物之從革也；无應者，所以革而去之之道也」。34四個陽爻皆有革故之性，但因

其有應與无應有別，有應之九三與九五為革其故之主體，相應之六二與上六陰爻為能夠從

其革故之卑下者，無應之初九與九四，其爻辭所展現的即是革除故舊之道。因此，革卦六

個不同的陰陽爻，正表徵革去其故的各屬意涵。 

  又以復 卦為例，林栗取《雜卦傳》「復，反也」，強調復卦的「反」即「反身」之義，

就六爻而言，為「反於初九為義」，以其「一陽之生」而有返陽的動順之性，因此，「反身」

                                                 
32

 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七，頁 227-228。 
3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頁 300。 
34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五，頁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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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本身之修為，德性之復生，並能反映在行為之上。林栗取《雜卦傳》之說為卦義立論

之基準，並於論釋初九爻辭，指出初九復陽之位，正是表現出「君子知外物之不可必也，

以修此身而已」，復德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不主格於外在之物，而回歸於自身的修養，並

終能如「草木歸根而後生」，則「君子反身而後行」，35此正是《雜卦傳》所言的反復之道。 

  把握《序卦傳》、《彖辭傳》與《象辭傳》之說，並聯結《雜卦傳》的主張，將《易傳》

的詮《易》思想，進行綜合而全面的整合，並落實在以傳解經、以儒學思想的開闡之理解

進路上，形成卦爻辭義充滿《易傳》的色彩，與帶有強烈的儒學思想與政治之關懷。 

 

（二）引述儒典的儒理釋《易》典範 

 

  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大量徵引傳統儒家的代表人物與儒家的重要經典文獻，作為論

釋經傳的義理思想之依據。其中圍繞在孔子本人的方面，不論是形式上、次數上，或是實

質的內容，都最為廣泛而具體，包括以「子曰」為稱而專指孔子之說者，不下 573 次；以

「夫子」為名而指稱孔子之言者，不下 129 次；直稱「孔子」之言者為 69 次；稱「仲尼」

者 18 次；明言「論語」之說者為 4 次。其他論及孔子同時期弟子之言行者，子路 12 次，

顏淵 12 次，36曾子 2 次，子貢 8 次，子夏 6 次，仲弓 1 次。事實上，其未明言《論語》之

言，而出自《論語》者，更是不計其數。37從這樣的數據可以看出，以孔子為主體的傳統儒

家思想，成為林栗《易》說的最主要之部份。 

在孔學承傳的正統路線上，繼孔子之後的最重要之儒家學者代表即為孟子，因此林栗

《易》著中也不乏對孟子學說的引述與闡發；從數據上來看，明指孟子之說者，不下 59 次，

又特別專就仁義之道而言。孔門聖學的傳衍，荀子之系特有其使之不墜與文獻可徵之功，

然而身處戰國中晚期的學術會通時代，荀子之學每有被無情的給予儒學的變異、更甚者為

離經叛道的嚴厲批判，北宋以來尤其可見，荀子之於傳統儒統已決然不純粹了。林栗《周

易經傳集解》，在傳統儒家的重要人物中，唯獨不見引述荀子之言，可見荀子的負面形象，

或許仍然根植於其認識之中，由此也可展現宋代學者對荀子負面觀感的普遍理解。 

  關於儒家經典的引述，引《詩》言《詩》者，所見不下 80 次；引《禮》者，不下 37

次；38引《中庸》者，不下 21 次；引《尚書》者，其中直名「尚書」之言者 2 次，「虞書」

之言者 3 次，「周書」之言者 1 次，以「書」為名而為《尚書》之言者又不下 69 次；引《爾

雅》者，不下 7 次；引《孝經》者，不下 2 次。《詩》、《書》引論最夥。引《詩》為用，本

於孔子特將之展現其政治教化的現實功用，《論語．子路》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39誦《詩》之義在於通達政事，作為可以出使四方與

應對諸侯之外交辭令。又，＜陽貨＞有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

                                                 
35

 相關論述與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二，頁 166-167。 
36

 稱述顏淵者，有直稱「顏淵」，或稱作「顏回」、「顏子」或「顏氏」等，約計 12 次。 
37

 林栗釋說經傳之義，確出自《論語》或《孟子》而未詳明出處者，不計其數，每每可見，後文引觀卦之說

即是，於此不再詳述。 
38

 引述《禮》者，以「周禮」為名者，約見 1 次；「禮記」為名者，約見 1 次；「禮曰」者，約見 12 次；「曲

禮」者，約見 1 次；《月令》者，約見 7 次。另外，以「記」為名而實為《禮記》之內容者，約見 15 次。 
39

 見《論語・子路》。引自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十三，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97

年 8 月初版 13 刷，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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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40強調《詩》的道德倫理功能和政治作用。又，＜

泰伯＞所謂「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41
《詩》教與禮樂並論，以之體現倫常禮樂的載

體。是引《詩》之富，也正高度反映孔門儒學思想的氣質。至於《尚書》之引述，《尚書》

本為代表先秦帝王之道的最古老典籍，也是儒家帝王之教的重要文獻，以之為用，也反映

出對政治的關懷與聖王之期待。 

  在《春秋》三傳的引述上，林栗僅重視《左氏傳》，也就是僅引《左氏傳》進行釋說，

稱呼書名或作者，可見者約 18 次。42已如前引，林栗特別提到「左邱明作《春秋傳》，自為

一書，至晉杜預始取邱明之傳與經之年相附而解之，名『經傳集解』，方其未附也。邱明之

書别行於世，漢之儒者至以不傳於《春秋》，然則從今便觀覽，存古以備稽考儻」。43強調《左

氏傳》至晉方經傳相附，雖然未與《春秋》相合而別行於世，卻仍能展現其存古稽考之功，

高度肯定《左氏傳》參覈《春秋》的重要性。在《春秋》三傳中，並未引述《公羊傳》與

《穀梁傳》進行釋說，可以見其對《左氏傳》的重視，在儒家的經典中，其學術與文獻的

價值，遠較其他二傳更為看重。 

  舉例言之，林栗釋說觀 卦，於《序卦》云「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指出「大

者小之所觀也，上者下之所觀也。苟无臨下之大德，曷足以居於人上而為天下之所觀哉」。

君王能為天下臣民所觀，必須有臨下之大德，也就是君臨天下，必以其德，故言觀卦之義，

必合臨卦而言，則進一步言，「《書》曰『有容德乃大』，臨之義也」。44以《尚書．君陳》強

調為君長者，必含忍包容，德斯為大，方能觀德觀政，而為萬夫之長。林栗推明「誠」之

重要性，以「化民之道，莫遠於誠，行誠之道，莫重於祭」，則宗廟祭祀之禮，必當「精誠

專一」。並引《孟子．離婁》所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萬物

之成，終始以誠，本諸天道之動以誠。天道者何？林栗認為「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雖未述明孔子之言，則出自《論語．陽貨》，肯定「誠者天之道」的天道以誠之大

義。林栗又進一步引《中庸》之言，指出「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天地自然的變化之道，即「至誠如神」。45解釋初六「童觀」

之義，引子貢之說，云「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此出於《論語．子張》，說明「童

子之觀最在人後，雖得其門而入，亦不能有所見，雖使見之，亦不能知其意義也」。禮樂教

化之施，行而著，習而察，上行而下能隨之所化。46其他又如釋說六二爻義，云「君子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雖未明其所出，實見於《論語．堯曰》之文。又云「我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語見《孟子．萬章》。47釋說六

四爻義，強調禮之重要性，認為「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宗廟祭祀之事，為禮之至。

並引《周官．大行人》之說，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大

                                                 
40

 見《論語・子路》。引自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十七，頁 156。 
41

 見《論語・子路》。引自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八，頁 71。 
42

 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引《左氏傳》之說，以「左傳」為名者 1 次，「春秋傳」者 5 次，「春秋左氏」者 4

次，「左氏」與「左氏傳」者 5 次，「左邱明」者 1 次，「邱明」者 2 次，合為 18 次。 
4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3。 
44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0。 
45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1-142。 
46

 相關引文與論述，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3。 
47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3。《論語．堯曰》原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孟子．萬章》原文，云：「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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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賓客」。又引《尚書．舜典》之言，云「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又引《詩》云「振鷺于

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即《詩．噫嘻》之文。
48
釋說上九爻義，引《詩》

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即《詩．緜》之文。引《書》云「駿奔走，執豆籩」，即《尚

書．武成》之文。引《詩》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即《詩．濳》

之文。又云「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即出於《詩．清廟之什》之文。林栗認為「以我一身

動為天下萬民之所觀」，國君成為觀化之所在，並指出「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有

諸內必形諸外，誠於此必動於彼，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其「過言…」二句，語見《禮

記．哀公問》；「有諸內必形諸外」一句，語見《孟子．告子下》。「故莫見…」二句，語見

《中庸》。49相關之論述，林栗雖未明指言之所出，但是確實大量引自儒家之重要典籍。 

由觀卦卦例的粗略考索可以看出，林栗引述之儒典，至少不下十八處，果是令人驚嘆；

申言《周易》經傳大義，主要根本於儒家典籍與闡發儒家之思想，並且成為其義理思想的

主要內容。歷來學者分判歷代諸家易學之屬性，根本《四庫提要》以胡瑗與程頤作為論述

儒理的典範，而綜觀林栗之作，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視為典範中的典範，亦可以頌為

儒學本色的翹楚。 

 

（三）強調君臣之道的政治觀 

 

《易》道陰陽，確立自然變化之規律，由天道明人事，君臣之道準於自然之道，從儒

理出發，則《易》之思想，莫不含弘君臣之道。林栗之易學，本諸儒學本色，以及身處南

宋多事時局，特別關注君臣之道，君臣之議，成為其易學思想的重要內容。 

 

1.君處正位，從善尊德 

 

  儒家強調名正言順，君王居處正位，臣民方可與歸。林栗釋說《易》義，每以陽居陽

之正位，說明君王之正。此處舉屯 卦初九釋義而言，初九「利居貞，利建侯」，林栗指出

此爻「以九居初，正也」，反映出君王守正之道，云： 

君子居得其正，民之所歸，是以能建侯也。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是之謂

居貞也。有天下而君之列爵、分土、法制、號令，我之自出，是以謂建侯也。……

男不下女，无以得妻，君不下士，无以得臣。初九以陽下陰，以貴下賤，卑勢而尊

賢，先人而後己，民之歸之，如水之尌下。……是以得民而建侯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50 

                                                 
48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4。引《周官．大行人》，即《周禮．秋官．大行人》，

原文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待其賓客」者，林栗作「大

其賓客」。 
49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5。「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語見《禮記．哀

公問》，原文云：「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

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有諸內必形諸外」，語見《孟

子．告子下》，原文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髠未嘗覩之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語見《中庸》，原文云：「莫見乎隠，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5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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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能夠「居貞」、居其正位，行其正道，正道布行，廣天下為其所居，必為民心之所歸，

故可建侯立國。正居其位，建侯大業可成，國家之上下爵等、王土劃分、法令規章、召誥

命令等各項作為之制定，皆可同國而立。居正之位，不以高位為定，處高無視臣民，其位

非正，故男不能下女，則不能娶其妻，君不能以卑下士，則不能得其良臣。屯卦初九猶建

侯之初，以其初陽正位，若以貴下賤，誠其卑勢而能禮其賢，先施於人而後己，如此則臣

民之歸趨，若水之就下，得民建侯之勢如水到渠成。所以說，「以貴下賤」，可以大得臣民

之力，此紆尊降貴，廣納臣民的至誠之作為，方為真正的居正之位。 

  君王廣居天下，能得臣民之心，特別在道德修為的展現。儒家對君王的要求，期盼君

王有較高的道德表現，修德行道以為人民之表率，孔子以為「子率以正，孰敢不正」，51孟

子也認為「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52儒家以道德來教

化百姓，主張人君須「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53透過修德的工夫以抑制人君一己

之好惡，並以此教化百姓，安定社會，穩定政治，帶有強烈的道德情感存在。林栗釋說《易》

義，不斷申言德義，尤其重視元亨利貞四德，例如釋說隨 卦「随，元亨利貞，无咎」之

卦義，指出此卦含有震、艮、巽、兌四卦之象，正反映君王之四德，云： 

随者初為震，二為艮，三為巽，四為兌。震為春，巽為夏，兌為秋，艮為冬，四時

之義備矣。震為元，巽為亨，兌為利，艮為貞，四徳之行成矣。夫人者随天者也，

臣者随君者也。天有四時，人之所随也；君有四德，臣之所随也故曰「随，元亨利

貞，无咎」。四時不傋，則寒暑失序，人不可以随天；四徳不具，則威福无章，下不

可以随上。元亨利貞四者，无咎而後天下随之矣。54 

隨卦四象，震、艮、巽、兌，象徵春、夏、秋、冬四時，四時合序不息，即天德彌常未止，

變化有義，同元、亨、利、貞四德之廣行。天道四時之變，人道據之以用，則人隨天猶臣

隨君；人隨四時猶臣隨君德，人事合於時變，臣道被乎君德，天道與人道皆不失其宜。 

  人非聖賢，豈能無過，君亦難免無過，然當本諸善為，因隨正道，以時而變，林栗云： 

堯舜禹湯，不能无過，苟固執而不變，寜咈百姓以從己，不肯舍己以從人，亡之道

也。孔子有言：「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從善如流，改過不吝，以此為貞，宜其吉矣。然為物之主，而惟人

是随，所随不正，則陷於邪僻矣，所随不廣，則陷於私昵矣。55 

聖人都有可能犯過，若不能自省覺察，拂逆百姓以從己之意，不願捨己以隨人之公義，敗

亡庶幾不能避免。林栗引《論語．子路》中孔子之言，肯定從善而當為，若視之惡小仍為

之，雖一言之微，亦有喪邦之危。君隨其善，以正居之，則能納忠容諫，尊德樂道，如此

當可興邦；同樣的，所隨為不善，又逆道而為，將致陷於輕信無定見之喪邦之境，如周王

誤信褒姒以致狄戎之禍，秦二世誤信趙高以致咸陽之變，又如漢武誤信王恢以致馬邑之敗，

皆非以善行正，終致誤國引禍。 

  君德之見，林栗又云「學以畜德謂之聚，問以析疑謂之辨，寬以處己謂之居，仁以善

                                                 
51
 見《論語．顏淵》。引自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十二，頁 109。 

52
 見《孟子．離婁上》。引自焦循：《孟子正義》卷七，頁 309。 

53
 見《論語．憲問》。引自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卷十二，頁 131。 

5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九，頁 119。 

5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九，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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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謂之行。有是四者，君德見矣」。56學在畜養德性稱為「聚」，審問分析所宜稱為「辨」，

以寬厚處己稱為「居」，推善行仁於世稱為「行」。得其聚、辨、居、行以善養其德，行其

正道，則君德廣見，萬物咸安。 

 

2.能臣治國，尚賢為本 

 

  能臣為治國之本，林栗不斷強調國君必有能臣，方可善治其國，得其民。釋說豫 卦，

以九四為能臣「大有得」之位，「大有得者，上得其君，下得其民也」。大得其臣，必能輔

佐君王通治其政，下得百姓之愛戴。此能臣之義，「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興利除害，皆所

當為」，憂天下樂天下，皆本公利，為所當為。論述爻辭「勿疑，朋盍簪」之義，云： 

古者人臣居嫌疑之地，有上下之應，欲保其身而全其名，朋雖欲為天下國家，立太

平之基，建久安之業，同有疑懼而不敢為者矣，故曰「勿疑，朋盍簪」。大臣之義，

以身當天下之應，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在，可以自疑而廢之乎？57 

自古以來，人臣往往處於嫌疑困赧之地，功高恐震主，無功而蒙難，順撫百姓而未必迎合

君志，聽於君命又未必能得民心，欲保其身名，又能立太平久安之基業，殊其難為，仍多

有疑懼而未敢作為者。所以真正的能臣，必以公天下之應為本，以國之存亡、民之死生為

察為念，勿因疑懼而遲廢政務，身當公利而勿疑，殺身成仁而勿懼。 

  林栗同時指出「國之有君，猶衣服之有冠是也。冠居於首，君之象也。簪下於冠，大

臣之象也。所以貫髮而正冠也」。國家百姓猶一身猶衣著，而君王為首，若頂上之冠，貫髮

正冠，必以簪合，故冠下之簪，乃大臣之象。能臣若簪之能用，正冠理髮，以正其身。他

說「朋之言衆也，盍之言合也」。眾合之簪，若能臣之用，總理其髮，非簪不得，是「冠非

簪無以緫髪，五非四无以得民也」，五位之君，非六四賢臣無以得其民，六四之臣，猶髮簪

之用。林栗以伊尹、周公若正冠之簪，處嫌疑之位而無懼，假使伊尹、周公「懼嫌畏過」，

不敢有所作為，「則太甲、成王將失民心，以致於亡」。二賢身以天下而無懼於嫌疑，「是以

管蔡流言而周公不去，太甲悔過而伊尹乃歸」，58創造出賢臣治國之盛世。 

  得賢乃治世之本，「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對待賢臣不誘之以利，解釋賁 卦六五「賁

于邱園，束帛戔戔」，指出「邱園」乃「賢人君子遁藏之所在」，而「束帛」為「聘賢之物」，

「戔戔」為鮮少之狀；認為「賢者不可以虛拘，不可以貨取」，59取賢以其誠，不以財祿多

寡為誘因，肯定其能，盡其才用，才是用賢之道。 

 

3.防杜奸佞，結同良臣 

 

  人難歸於同善，奸佞不可免，然人君不為小人佞臣所閉，林栗釋說復 卦時，指出： 

方其未復也，天地閉塞，萬物摧殘，賢愚易其位，善惡乖其應，若無天理，惟人自

為耳。故老聃有「天地不仁」之說，而申包胥有「人眾勝天」之語。……天地者，

萬物之父母，人君者，萬民之天地也。方其剝也，苛政以殘之，重斂以困之，用其

                                                 
5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9-20。 
57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頁 117。 
58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頁 117。 
59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一，頁 157-158。 



 18 

所惡，棄其所好，民未有不以為厲己也。及其復也，用一賢去一佞，發一政施一令，

其利澤曾未幾何，而人民愛物之心已自可見矣。
60
 

天下未復之時，天地閉塞不通，善惡乖變不辨，萬物摧毀敗殘，天理夷傷難明，此皆人之

自為，所為者乃奸佞當道，豺狼滿布，天道隱晦，因人易道，奸佞之害重於自然之災損，

此正為「小人盛而君子微」61的剝陷之時。剝世政衰，重斂困行，而能轉剝為復；用賢去佞，

防杜奸佞，為燃眉必行者。 

  盛衰有常，衰世難挽、積重難返者在於奸佞當道。林栗強調「自古亂臣賊子之興，未

嘗不變亂綱紀，反易衣裳，使人情猜於无君，然後有以逞其私而滅其君，故曰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62防微杜漸，專在杜絕奸佞之萌生。林栗釋說豫 卦六五，處於「以

柔乘剛」之位，恐有逆亂之臣，以其「未齧其心」，猶可救治，但其「如草木蠧蝕其幹」，「若

疾久不治，蠧久不除，未有不死者也」。亂臣之興，若「漢魏末世之君」的處境，逆臣乘權

而起，如「宴安鴆毒」一般，
63
臣失其義，又失民心，狂瀾難擋，無力回天。 

  君王身處否閉之時，當糾結君子能人，合心志同以除小人時弊，於否 卦強調「陰陽

異志」，「三陰合而為否，三陽合而傾否」。奸佞合而否塞，良臣合而濟世求泰。「當否之時，

上下不交，而有九五之大人出而救之，本剛健之資，而體乎和説之道，上比羣陽，而下應

於二，然後民有息肩之所，故大人吉。大人者，以天下為心者也，視天下之溺猶己溺之，

視天下之飢猶己飢之也。出而休否，斯為吉矣」。大人得其所吉，固不免於誅除奸惡。處閉

塞不通的否世，君王必與良臣君子同應，否則難挽否閉之時，故林栗強調「五不之應，則

无以休天下之否」。險佞小人，擅於包承，如否卦六二者，君王當清明在躬，明辨是非，否

則「受其包承，則小人將遂得志矣」。64 

 

4.膏澤善施，上下通情 

 

  君王膏澤善施，臣民歸趨一心。林栗釋說屯 卦，指出「男女皆正而家以肥，君臣皆

正而國以治，如是之吉，而有不利乎哉！」夫婦、君臣皆正，則家可齊、國可治；君之正，

以其位之可用，經綸天下以臣民為念。林栗又言，「男不下女，无以成其家，君不下士，无

以保其國」。「男先下女，女乃從之，君先下士，士乃應之；求而不往則失君，不求而往則

失臣，二者皆過也」。65男何而下女，君何而下士，必在善施其澤。君臣之道，臣未有求而

君往之，所失在臣，但君仍能有往，體現君王善察恤的澤被臣下之心；臣下有求於君，君

卻未能往行，則失之君道，此施之未及。君王下士之道，重在施恩於下，膏澤下行，如此

上下可以通情，君臣可以同志。 

  君王恩寵有序，林栗指出「人君之於臣下，寵之有序，賤不妨貴，小不加大，遠不間

親，新不間舊，則民志定矣」。66布恩施澤，不失其道，施賤不妨其貴，小惠無加其大，遠

者不離間其親，新者不棄間舊者，如此臣民之志可定，臣民之器可用，推恩懷德，臣民之

                                                 
6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二，頁 165。 
61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二，頁 160。 
6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頁 117。 
63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頁 118。 
6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六，頁 93。 
65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5。 
6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二，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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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顯。 

  澤之有度，情之能通，顯之以寬容博愛，林栗釋說睽 卦處乖違之世，認為君王當有

容人大度，「惟能寬容博愛，含垢納汙，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施之以寬，待之以愛，無

分親疏，無別良窳，來者不拒，去者不求。尊為君上，有容載大度，尤其臣下之失，臣下

之惡，勿念念不忘，「若不忘舊惡，皆讐敵也」，以惡為念，仇敵生焉，故「國君而讐匹夫，

懼者眾矣」。67
 

  林栗釋說同人 卦，特別強調上下同心之義，如其引用《繫辭上傳》所言，「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五同心，天下莫

不同矣」。68上下通情，心志相應，則國力之壯盛，無可與易。 

 

（四）君子與小人之辨 

 

林栗根本孔門儒學對君子與小人的關注，釋《易》特重從治道上看待君子與小人的關

係。對於君子與小人之認識，重視君子與小人之判別在於正與不正、君子與小人之消長變

異的現實性、君子與小人的合同、君子以尚德為本、君子出處有時等幾個重要觀點。 

 

1.君子與小人之別在正與不正 

 

  君子與小人道性不同，不能並見而同志，戮力於公天下之大義，二者之別，於《易》

之形式或質性上的展現，即為正與不正之差異。 

  林栗釋說卦爻辭義，不斷的申說陰陽所表徵的君子與小人之別，強調「陽為君子，陰

為小人，《易》之大旨也」。69以陰陽爻分判小人與君子正與不正之性：陽之為君子，正是君

子剛健之正德；陰之為小人，乃小人之陰邪不正。 

  除了陰陽爻性所代表的君子與小人之正與不正外，林栗更主張從爻位的正與不正，確

立君子與小人的定位。例如釋說兌 卦時，指出「兌」即喜悅（說）之義，表現出「歡欣

交通，洋溢於外」之情，其情展現之難易，君子與小人決然有別，他說「易說者，小人之

情；而難說者，君子之情」。小人易於顯示欣悅之情，而君子之於天下，「序其情而閔其勞」，

無時不在思慮公益，故所悅所樂者後。小人與君子雖皆有歡欣洋溢之喜悅，而必在正與不

正，林栗認為「說以正則為君子，說以不正則為小人」。70君子之喜悅在「正」，得其所正，

在於能夠順乎天理而應乎人倫；小人則否，其悅乎於「不正」，興私利、循私欲，以易顯其

悅。 

  君子不諂不瀆，小人則反之，由其處位亦可見其別異。釋說豫 卦六二，居中得正之

位，林栗以之為君子之象，指其為「君子上交不謟，下交不瀆」之象，君子知幾而動靜以

                                                 
67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九，頁 261。 
68

 括弧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七，頁 99。 
69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頁 395。又如釋說剝卦卦辭，亦同樣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說

明陰陽所表徵的君子與小人之主客與消息。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二，頁 160。以陰陽象徵君子

與小人之別，在其論著中每可見說，為漢代以來普遍的爻象主張。 
70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頁 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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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故能化邪為正，治而不亂；處中正之位，雖非陽爻，仍可視為君子之象。並且認為六

三「不當其位」，「上交而謟，下交而瀆」，位非其正，又為陰柔之性，乃「其小人之情狀乎」！
71 

 

2.君子與小人之消長與變異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通泰之時，反之為否塞未通之世，君子與小人之消長與變異，

正反映出時勢之治亂。林栗釋說否 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的負面影響，指出「内陰

而外陽，秋冬之所以歛藏也。内柔而外剛，小人之所以敗德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天下之所以亂也」。天下之亂，往往由於小人當道而敗德，君子不得伸其志，

如寒陰襲內的秋冬歛藏之時，生氣蕭索，天地頹敝。他進一步說明：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文武之興，民皆好善，非盡滅小人，而更生君子也。君子道

長，小人變而為之也。桀紂之時，比屋可誅，幽厲之興，民皆好暴，非盡滅君子，

而更生小人也。小人道長，君子化而為之也。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消膏而莫之覺也。此消長之義也。72 

堯舜與文武之聖王之盛世，非盡滅小人之所顯，乃更生君子之眾見，致其道以風化天下，

則小人亦不得不絕匿其非，而隨君子之德。是以小人不可免，但求君子道長、君子之化。

又桀紂與幽厲之亂世，並非君子滅跡無存，而是小人旋踵群起，小人之道長，足以非君子

之是。君子與小人之消長，猶人善惡加身之情狀；積善積惡之變，人往往不能覺知，君子

與小人消長之實況與影響，不可不慎察，消長之所向，正是時代盛衰之重要來由。 

  林栗釋說需 卦九二爻辭，指出九二陽爻為君子，六四陰爻為小人，二至四互體為兌，

「兌為口舌」，故有「小人有言之象」。九二乾陽「君子之進，小人懼其害己，不免於有言」。

君子進長，小人不免抗拒，然而「九五在上，三陽同心，小人終當退聽矣」，故爻辭云「終

吉」。73此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最終得為吉慶。君子擁有道長之優勢，雖小人有所抵阻，仍

可趨於昇平之世。 

  林栗釋說兌 卦，上六有小人變君子之象，以九五陽爻居剛，處上卦之中，「下无其應，

而承於上六之巽」，則上六有「柔變剛」之勢，此「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五正

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故「小人而變君子」。小人與君子相近，君子以其勢當之位，「居

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使能近朱為赤，制小人之惡，變化心志而循

君子之道。林栗明白「小人之心誠不易」，變化小人使之為正，本為不易之事，但「知其能

洗滌而遂為君子者，固有之矣」，不能因其為小人而絕棄之。「然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

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縱有君子之合，「未知其終不為邪」，74故信實以應，時時以正導

之，務使為正而不為邪。因此，小人變易不易，卻仍有可變之時，此正為林栗對待小人的

重要態度。 

 

3.君子與小人之和同 

                                                 
71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頁 115-116。 
72

 相關引文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六，頁 89。 
7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頁 45。 
74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頁 398-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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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與小人「和」、「同」之辨，為孔子論述君子與小人的重要命題。林栗舉孔子之言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申明之： 

今之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義。愚謂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

與，則與至于乖，然其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

失，是謂和而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不

能不並爭，見危不能不相棄，是謂同而不和也。75 

「和」與「乖」相對，「同」與「異」相對，君子之言行，或時有不同，此或為是，彼卻為

非，得失未定；因時制宜，根本於道，以公天下之利、思百姓之福為念，是「和而不同」。

小人以逐利為本，一切的行為態度皆以個人私利為標準，有利可圖，決然不異，其「見利

不能不並爭，見危不能不相棄」的乖違之本質不變，所以是「同而不和」。此君子與小人「和」

「同」之別，在於是否本乎中庸之道。「君子之道，依乎中庸，為人謀而無不忠，與人交而

無不信，不惟君子信其不渝，小人亦信其不為已甚也」。76君子以忠信為本，誠而無渝，小

人則不言忠信，根本忠信者，已非小人。本乎忠信，至誠無息，無可移易，此君子的中庸

之道，小人依利而謀，無中庸可道。 

  君子之德如乾卦的「羣龍之象」、「乾陽之象」，反映出「羣賢在朝，濟濟肅肅」，「其德

一，其心不二也」。小人以其「淫朋比徳，背公營私，則羣黨之象何者？其行二，其情不一

也」；一切的同異標準，皆在於私。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77本心自存以擇其去就，

不以比黨為念。 

 

4.君子以尚德為本 

 

  君子以尚德為本，重視進德修業的工夫。林栗釋說《易》義，特重此君子之道。「君子

之道，推而行之，放乎四海，卷而懷之，足保其身，故其上下進退，不可為常要，以進徳

修業而已」。78君子之進退，本諸進德修業，而「君子之進徳修業，上下進退，各有其時，

欲及其時」。79進退有常，以德為本，修德有時，當下及時。以進德修業為根柢，時時「惕

然恐懼，不敢自暇自逸，雖造次顛沛必於其道」，故雖有危厲之象，亦能保全公利，無所咎

害。80 

  進德與修業有其成己成物之本，「進徳所以成己，修業所以成物，忠信言行之本也，言

行忠信之表也」；德性工夫以圓成自身，並能以言行忠信行諸於外。「言出乎身加乎民，故

修其辭行，發乎邇，見乎遠，故立其誠，君子之徳盛矣」。81以誠立德，君子德盛之至。 

  君子所進之德，為仁、義、禮、智諸德，林栗以「乾為君子，在乾為元、亨、利、貞，

在君子為仁、義、禮、智，惟君子能行仁、義、禮、智四徳者」。82元、亨、利、貞四德，

                                                 
7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頁 396。 
7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九，頁 396。 
77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21-22。 
7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0。 
79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6。 
8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9。 
81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5。 
8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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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為春、夏、秋、冬之序，序時有常，表為人倫之德，即仁、義、禮、智的為君子之德。

此德為至誠之道，若乾健之性，不以時遷，剛健而不息。 

  立德必以敬，以誠為敬，合內直外方的內外之道，放諸四海皆準之，故林栗強調「敬

也者，百行之表也」，敬立而克己去私，以善為一。君子正身必以敬，「敬以為正義，以為

中」，存誠求公，去惡存善，物我照見，清明同化，故「其自立者，可謂卓然矣」。立德用

敬，「敬義立而徳不孤」，乃因君子體敬，「不以己善驕人，不以己長愧人，尊賢而容衆，嘉

善而矜不能」，能如「草上之風」將无所不偃，化物之無所不能，如此求物我同性，「何憂

其孤而莫之助」，83此正言君子德不孤必有鄰的立德之功。 

 

5.君子出處有時 

 

  君子體察「全身遠害，殺身成仁，二者不可得兼，權其輕重而已」。
84
天下之大是大非，

公利之保全，輕重有別，獨立而不改其志；當身先赴義，雖死而無懼，當全身遠害，亦不

逞匹夫之勇。 

  君子立身處世，順逆有時，有行有止，有潛有現，尤其處於道之未行的潛隱之時，「不

易乎世，故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故舉世非之而无悶。樂則行之，簞瓢之樂也；憂則違

之，飢溺之憂也」。君子知足行樂，以其未立而有飢溺之憂，「以為行未成而名未立，道可

隱而身不可不立」，85此君子之處境，合於乾卦初九潛龍之時。行之未成，遯隱待時，不忘

天下之憂樂，保身行道，於天下文明「顯而章」86之日，即可為用。釋說坤卦六四爻辭，指

出「天地閉塞，羣小用事，當此之時，君子遁藏其身，括其智囊，三緘其口」，懼其不密而

恐害其身，故「謹而不出」，87保身遠害，他日立身行道，匡正天下，再顯光明。 

  林栗強調君子處險避難之宜，釋說否卦時云： 

世之君子，當无道之朝，進不得行其志，徒觸險難之機，然而莫之避者，非無周身

之智也。膏粱芻豢，必求口體之充，金玉錦繡，必飽妻子之欲，利害迫於中，而榮

辱眩其外，故貪祿而忘反以及於禍也，險德避難，不亦可乎！孔子曰：邦無道，穀，

恥也。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既以為恥矣，又可得而榮之哉。88 

處無道之世，欲挺身行道，難避險難之機，殺身以全仁，亦志之必趨，則莫之當避，此非

無全身之智，乃為所當為之節。舉《論語・憲問》之言，指出邦國無道，仍然出仕食俸祿，

而不能獨善其身，隱身避難，為可恥之行為。又舉《論語・泰伯》，同樣強調無道之亂世，

卻得其富貴榮華，亦是可恥之事，不能為真正之君子。出處之以時，專就公利仁義之德而

定，非僅量一己之身為思。 

 

（五）中道思想之開顯 

                                                 
8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27。 
8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四，頁 192。 
8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5。 
8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9。 
87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25。 
8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六，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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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道的思想，為易學思想體系中的重要議題，也為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張，並在《中庸》

一書中作了早期的系統性之開展。兩宋道學勃興，中道思想隨著儒學義理的揚顯益受重視，

並多於易學範疇中普遍開闡。林栗易學涉論之中道思想亦極繁富，《周易經傳集解》中出現

「中」字者，高達 1570 字，其中直言「中庸」者 21 處，「中正」者 140 處，「剛中」者 81

處，「中道」者 15 處，「時中」者亦有 12 處，故中道思想可以視為其易學思想之重要命題。 

 

1.本諸儒學傳統而行諸於治道 

 

  林栗釋《易》歸本儒說，於儒家經典中，得到深刻的體驗，深化與實踐於其政治致

用主張之中。林栗往往從政治教化的觀點，釋說二五中位之義，如蒙 卦九二與六五兩爻，

於九二強調下卦坎險，雖在「陰柔險陷之中」，然「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有諸中而形諸

外」，能夠「納而教之，正法以刑之，辨之於早」，則當能得吉。89 

  又如釋說恆 卦九二與六五，以「二五得中，所謂君子而時中者」，大中恆道，上遵天

理，下達人情，上下以中，可以相通，行乎中道則能「繫之悔亡」。林栗特別引《中庸》之

言，說明百姓不易執中以恆，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云「予知擇乎中庸，而

不能期月守也」。中庸之美，而人們未奉此道已久，或奉此道也不能守恆，而二五以恆，則

何悔之有？恆之成卦，其在中爻，「剛下而柔上，柔上而得大君之宜，剛下而不失為君之道」，

尤其六五為恆，「通變而時中」，故能「恆其德，日新而可久」。90 

  中庸之道，本於天命之性，即仁義理智的人倫之道，以之為教，作為政治教化的準據，

也是一切言行的標準，正為《易》道之中，並具體表現在二、五的爻位上。此中道之說，

在林栗《易》說中，可以普遍體現。 

 

2.以中為性而繫之以誠 

 

「中」作為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終極根據，一切事物都依準於中正的關係而存在，

並且藉以揭示一切事物的發展得以和諧有序，也就是「中和」的概念。《中庸》對中和

的理解，確立已發與未發的差異，以「性」為「中」，以「情」為「和」，融合已發與未

發，而為「中和」。《中庸》並認為達到「中和」之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

是「中和」理想或是目標；循中和之道推而極之，則天地皆從其所，萬物皆得其養，可

以與天地化育同功。 

  林栗釋說蒙 卦，引《中庸》與《尚書》之言，指出「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91以「九二之為剛中，

六五之謂時中」，九二與六五皆合中道之性，認為「蒙之初，以陰求九二，故九二以中而發

之」，即九二我師，雖居陰位卻能以剛得中，以中而發蒙初六稚者，成為合宜的啟蒙者；至

於六五求蒙者，主動求知，求蒙以時，故「六五之童蒙，未失乎中也」。二、五兩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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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9。 
90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六，頁 224-226。 
91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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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蒙稚當處得其中，不論是啟蒙者或求蒙者，皆當恪守中道，合時適中，才能達到養正之

功。又如釋說九二與六五兩爻，於九二強調下卦坎險，雖在「陰柔險陷之中」，然指出「君

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有諸中而形諸外」，能夠「納而教之，正法以刑之，辨之於早」，則

當能得吉。92從政治教化的觀點，體現中道的思想。 

林栗無意於分清「中」與「和」的不同，亦無詳細而系統地以「中」與「和」去聯

結「性」與「情」，並評析分辨「性」與「情」的差異，而是統合視之為「中」，為泛稱

的中道的概念或功能。雖是如此，仍可看出林栗以未發為「中」為「性」，此「性」即

仁、義、禮、智，所以他明確述明「仁、義、禮、智，性所有也」。此未發之性，或言之

為「中」，為固存之有。一旦入於已發之情，若不以「中」顯揚，則情之未和，「發而不中

節，則流而入於邪」。發而中節，含性養正，則其「養之以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矣」，

此正為蒙卦所強調的「以亨行時中」之義。「享行時中」，即「發而中節」，本於蒙養中道，

「因其勢而利導之，非揠苗而助之長」。93 

  人稟受天地之性的善中，此善性在於人，人可由因性復性而修得其善，從而與道合，

則此大中之道，為人所稟受而固存，透過復性而得之，此必在工夫上下手；復性在成德，

克己復禮，去除個人私欲，也就是求其「誠」，故以明而誠，善中已具足。將「中」、「性」、

「誠」繫聯一體，正為儒家傳統思想之再現，並由《易》卦之「中」具體展現。 

 

3.中為一為太極 

 

  林栗於其《周易經傳集解》中，不斷述明太極為「有物混成」者，指出「天地未判，

有物混成，是為太極」，94此有物混成者，在「一陰一陽之初」，並「散於天地萬物之間」。95

太極存在於陰陽之前，作為萬物生成之本源，為「有物」之狀，即具體存在的物質化形象。 

  《易》以其天下之至精，無有遠近幽深，而能知天下之來物，並通其變，以定天下之

萬物，林栗認為其至精與象變，「精者一之至也，變者萬之極也」，96以「一」之精，萬化之

「極」，即太極之體。 

  林栗釋說大衍之象，指出「太極一也，兩儀二也，三才三也，四時四也，五歲五也，

太陰六也，少陽七也，少陰八也，太陽九也，萬物十也。凡天地之數無所不具，是之謂大

衍也」。97以太極為「一」，為一切生成衍化的初始源頭，始於「一」而入於化成萬物之「十」。

此「一」為萬化之全體，亦是《易》卦體系之全體，所以指出「《易》之中有太極焉，則卦

之全體是也」，98太極表徵六十四卦之全體。六十四卦皆由太極而生，如大衍五十之數，「五

十而用四十九，虛其一象太極」，99「一」數象徵太極之狀，推衍成象皆以太極為本，也皆

以一為本。 

  太極以陰陽變化的運動狀態而生成萬有，以「一」概稱，作為一切的根源，而其本質

                                                 
92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9。 
9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頁 36。 
9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4。 
9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47。 
9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56。 
97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56。 
9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60。 
99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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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之為中，未嘗少變」，以「一」為「中」，無不變化者以變化而成其「中」，以變化為

其本質性能。林栗又具體指出，「聖人中天地而立人極」，
100

人極乃太極入於人道之性，以天

道之天地之中為準而立，則人極同太極，可以「中」作為概括。「以一起萬」，由「一」之

本而變化萬有，囊括無窮，則生生之《易》，終歸於「一」，具本源之義；其健行變化，藉

由六爻之動的形式而成其無窮無盡的運動變化，則得其中正之理想動向，天地之理則無不

存在，太極之道則充盈於天地，與天地相通。 

  將「中」所聯繫到的「太極」或「一」，除了作為本源而實質存在的概念外，也含有為

一種自然現象、自然規律、自然之理，是一種陰陽運動變化的必然狀態或理想狀態，也就

是以「中」概括，接近程頤的「天理」或「道」與「太極」之認識，落實於人人物物之中，

也落實於六十四卦之中，為六十四卦的中道之所見者。 

 

4.以卦爻確立中道之性 

 

  從爻位的概念上言「中」，林栗特別重視內外卦之中位，肯定中位的正面意義。不管是

否得其陰陽的正位，中爻都可以視為正位、最適當的位置；如果從吉凶的觀點言，中位不

管有沒有陰陽正位，大都可以得其吉象。以這種觀點作為闡釋卦爻義，以二、五之中位勝

於爻位陰陽之正，也就是說，縱使二位或五位不正，為九二或六五不當之位，卻因處「中」

而可以得其吉，「中」較其它的爻位關係，更具價值的優先性；「中」的概念為其易學思想

中的重要主張，這一重要的中道觀點，並在其中位的爻位觀中得到具體的呈現。爻位不管

正不正位，都因為是居中之位，本身就是一個好的、尊貴的、適當的位置，所以就是一個

實質的正位，透過此中位的具體呈現，闡明其易學的中道思想。 

  爻位中而又正，中正尤其體現出至善之性，此所以為林栗所特別倡論者，其論著中言

「中正」一詞者，不下 140 之眾。例如林栗以聖人得天下之道，若比 卦九五中正之位，「以

大中至正之道，顯然受天下之比也。誠意以待之，虛心以納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聖

人以為外物，任其去來，而不強取之也」。聖人處物得體，以中以仁，寬厚待物，人情為洽，

俯仰無愧，誠而不誡，如同《尚書》所言，「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為爾之中」，

此乃「上使中之義」。101 

  由於對中位的看重，致使爻位當位、相應為吉，以及不當位、不相應為凶的普遍性的

認識因此而消弱，以「當」、「應」的概念確認吉凶的理解，增加其複雜性與變異性，無法

由此而確定一種常態的、可具體操作的判定吉凶之標準；但是，由於對中位的重視，視中

位為正位，給予中位一種吉象的穩定性認識，或許就中位而言，這也是一種最為具體、最

可辨識的吉象準據。 

 

（六）以史證《易》的述義觀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中針對南宋楊萬里（西元 1127-1206 年）的易學思想，引《四庫

提要》所說，「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強調其表現出高度以史證經的特色，在宋

                                                 
10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五，頁 481。 
101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四，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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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易學家中，繼《程氏易傳》之後，「楊氏解易，猶為突出」，102可以視為宋代以史證《易》

之正宗。然而，早出數年之林栗，其《周易經傳集解》所反映的史證特徵，為繼程頤之後

尤有可觀者。 

 

1.聖人先王德政之表彰 

 

  儒家道統下的聖王，提到堯的次數不下 26，舜 37 次，禹 15 次，湯 32 次，以「文王」

為名者 81 次，「武王」為名者 19 次，「文武」為名者 11 次。「太甲」者不下 9 次。良臣如

「周公」者，不下 49 次，「伊尹」者不下 29 次。以諸此聖人先王之德政，作為表彰之對象。

另外，對於非賢良者，亦舉其非以為世警，如桀有 8 次，紂有 17 次，幽厲 2 次。於此史論

之《易》義開顯，對聖賢德政之期待。 

  例如釋說乾卦，肯定二五中位之重要性，各有所別，其異者在於「以其在下，故言其

德；以其在上，故言其位」；處下卦之中有其德而無其位，居上卦之中則有其德有其位。故

進一步指出，「以九居二，有其德而無其位，孔子是也。以九居五，有其德而又有其位，舜、

禹是也。以舜、禹之德，踐唐虞之位人歸之，天命之然猶離世異俗，自潔其身」。103其身得

正，則可以正天下。 

  「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文武之興，民皆好善」。堯舜、文武時代，政治清明，安居樂

業。相對的，「桀紂之時，比屋可誅，幽厲之興，民皆好暴」。104桀紂、幽厲之時，民不聊生

而多暴。不同的時代環境，治政教化的不同，反映出的結果也就不同，政治清明的時代，

有才之士，皆紛紛效之，反之，橫暴無道之世，才德之士退隱蟄伏，小人當道。 

  「天下禍亂，有聖人者出而治之，其威如雷霆，其澤如雨露，民居塗炭之中，使有更

生之意」，此猶解卦卦義，如「百菓草木甲拆之象」。105以九五表徵聖人，強調聖人為有德

有位者，所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其德昭明，其位萬物咸覩，亦以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特別指出乾卦九五為德位相屬之聖人，能夠確切達到「尊者從其尊，卑者從其卑，

大者從其大，小者從其小」，106聖人居其德位，德位有作而萬物各歸其正。 

 

2.以史證《易》的重要歷史觀 

 

  以夬 卦為例，夬卦為五陽一陰之卦，五剛決一柔，固然可勝，卻非斷然必勝，其柔

者知其憂虞而轉勢，此五剛對應一柔之象，當從剛柔二端觀覽照應，所以林栗認為「我盛

而長，則無意外之慮，彼窮而憂，則有先事之防；然則以五剛而決一柔，吾未知勝負之所

在也」。雖處剛長，勿忘其可憂；雖立憂慮之境，仍有可勝之幾。林栗並舉春秋史事進行說

明，云： 

樂毅破齊，下七十餘城，所未下者莒、即墨二城耳。夫差破越，盡有其地，以甲楯

五千棲之於會稽。然即墨終以破齊而復燕，會稽終以滅吳而霸越。是皆窮而憂者也。

齊湣之敗，夫差之亡，皆百勝而無憂者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於夬之六爻，未嘗

                                                 
102

 參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年 1 月 1 版北京 1 刷，頁 366。 
10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0。 
10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六，頁 89。 
10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頁 271。 
106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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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丁寧而儆戒之；初九有不勝之咎，九二有莫夜之戎，九三有壯頄之凶，九四有无

膚之悔，九五有莧陸之咎，上六有无號之凶者，誠以我盛而長、彼窮而憂故也。是

故夬之君子，不患其不剛，而患其不能柔也；不患其不健，而患其不能説也；不患

其不決，而患其不能和也；不患其不往，而患其即戎也。是故夬之六爻，以剛居柔

者，處夬之善者也；以剛居剛者，志於夬而已，聖人之所甚懼也。107 

樂毅雖勢如破竹，連下七十餘城，卻留下莒與即墨二城之憂，終致齊湣之敗，而復燕之勝，

在於毋忘在莒，以待王師之時。同樣的，吳王夫差破越而未亡其國，歇其兵甲，耽於安樂，

勾踐與文种則臥薪嘗膽，生聚教訓，矢志復國，亦終滅吳而霸越。所亡者皆百勝而無憂虞

之心。時處憂慮愓懼之心，勝而不驕，強而不忘其憂，此聖王君子所不能不戒。林栗強調

聖人設作夬卦，繫之以六爻之辭，不論「不勝之咎」，「莫夜之戎」，「壯頄之凶」，「无膚之

悔」，「莧陸之咎」，乃至「无號之凶」，皆有強烈叮嚀儆戒之意。夬卦五剛一柔，不患其不

剛，而患其不能柔，求其能健，又不能失其說，能得其決，又不能不求其和，求其前往，

又當慎其興兵引戰。處夬之時，以剛居剛，也僅於志於行夬，若能以剛用柔，則為夬時之

善。君王治國之道，乃至一般臣民立身行事，皆當知此處夬大義，體察本旨而謹慎戒惕。

例如以初九而言，初九雖「壯于前趾」，卻有不勝之咎；「處最遠之地，居最下之位，以欲

進之心，持必決之志，不量其力，不度其時，往而不勝，是自為其咎者也」，故「朝夕儆戒

而莫敢先動者，有所待焉」。 

  林栗進一步引石介之事申釋爻言「咎」義。云： 

慶歷中，仁宗進用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在政府。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

為諫官，夏竦羅樞密使，魯人石介作＜聖徳頌＞，指言忠邪之辨，當此之時，可謂

夬之世矣。然介卒以不克而斥死於逺方，身沒而幾有斵棺之禍，自是朋黨之論始興，

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矣。介之無成，非不幸也，自為之咎也。時韓、范二公，自陜

入覲，聞介此頌，歎曰：天下事，正坐此輩壞却。若二公者，可謂中行之君子矣。……

昔之觀人者，觀其邪正而不要其窮達；論事者，論其是非而不計其成敗。夫豈以不

勝而為其咎也哉！108 

仁宗慶歷三年，韓琦、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等人同時執政，歐陽

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而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石介大喜，以為盛事，

作＜聖德頌＞加以歌頌，稱揚天子之進賢退奸，褒貶忠邪。然石介又以此而不自安，求出

判濮州，斥卒於遠方。夏竦銜舊恨而謀陷之，稱其詐死，請斵棺以驗，所幸杜衍等人力救

而免其身沒驗棺之禍。林栗肯定韓、范二人為「中行之君子」，而石介的樂善疾惡，奮然敢

為之個性，以致殞身之禍，非為不幸，而是「自為之咎」。但是，觀人以正邪，而非斷之以

窮達，論事以是非，而不在計其成敗，石介風節可敬，而所咎者，或在不量自身之力，不

度其時，不能以柔自惕，不能通權行中，所以往而有咎。其它又如釋說九五，夬而仍有「未

光」之惕者，舉其史事如「唐太宗之征高麗，文宗之誅宦官是也。所以然者，為其不圖萬

全之功，而僥倖於一戰之勝」。109雖勉強能成其事，也僅是僥倖「无咎」罷了。兵貴於慎，「上

兵伐謀」，太宗的草率用兵，只見屍山血海之悲歎，徒生魂歸哀瞻山河之傷。文宗以宦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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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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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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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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脇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權傾坐大，以李訓與鄭注二臣密謀誅滅宦官，雖誅除陳弘

志、王守澄等人，但又遭致後來的「甘露之變」，
110

使日後宦官氣燄更盛，更為牢固的總攬

軍政大權，而文宗也鬱鬱而終。太宗與文宗，實皆有咎。李、鄭二人之史事，林栗於釋說

解卦六五爻義時，亦引以證說，指出「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皆欲除君側之

惡人，卒以不克而隕其身，危其國者，惟不能緩之而與之為仇敵故也」。111君臣的相應之道，

乃至君子之治小人，過度強硬作為，往往不能濟之而與之為仇敵，終致國家社稷之動亂，

此為君治國所不能不慎者。 

  釋說同人卦，引先王之言先王之蹟進行申明，云： 

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武王之臣，不啻三千矣。

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至於伊尹則曰「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而已。112 

勝負之道，惟其力與德，力聚於一心，惟在於德。商紂當世之時，言其力雖有億兆萬人，

然各懷離背之志，則億兆離心。億萬人有億萬心，則有其民而不足為恃。不能合其一心，

乃紂之德不合於義，則又爲天命之所當誅。今武王應天順人，拯生民於塗炭之中，故有臣

三千，皆肩其一心，與上同其德同其好惡。武王以三千人同心同德，力勝商紂億兆離心離

德者。桀紂者流，肆爲刑戮，荼毒臣民，使其臣民各有異心，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此桀

紂者，以其實離心離德而不足依恃。君王能以愛民爲事天之實，所以能夠祈天永命，則福

祚無窮。雖共事者僅治亂之臣十人，但皆能同心同德，戡定禍亂，建立升平盛世。堯舜以

降，相傳不變之德，「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君道如是，臣道如是，則君盡君道，臣盡臣

道，君臣同心同德。故伊尹相湯，有能臣不欺之德，則一德不變，終始唯一，可以究竟天

下事功。 

 

（七）太極生次的八卦取象之法 

 

  林栗之易學，著重於義理之闡發，其象數之重要主張，則表現在太極生次的用象釋義

方法的運用，此八卦之用象，成為其易學的最重要特色之一。林栗以孔門學說為宗，其用

象之方法，透過《繫辭傳》太極生次的理論，確立六十四卦之各個成卦，皆含有其八個基

本的組卦，並有八個卦象可資運用，建立一致的取象法則。他說「一卦之象，可復八卦，

是謂以象告」，113一卦而能成八卦，即一卦可見之以八卦之象，由象以贊知天地之道，明幽

深之實。此八卦用象之法，本諸《易傳》之說，與太極生次之觀點息息相關，不失為另類

的儒學本色在象數方面的展現。 

                                                 
110

 文宗以李訓和鄭注二人削除宦官專權，但終致二人爭功對立，結怨仇殺。大和九年，韓約奏言左金吾仗院

內之石榴樹夜生甘露，為祥瑞之象。文宗於含元殿，命宰相等人視察，回報非真甘露，文宗以仇士良等宦官

察驗，此時李訓伏殺宦官，而韓約驚恐下劫持文宗。此事最終雖弭平，但事變過程中，李訓、鄭注與有關黨

羽被捕殺，而宰相王涯、舒元輿等人腰斬，有關之「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疑，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

死者數以千計，史稱「甘露之變」。有關史事，參見《舊唐書》列傳卷一百一十九，《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

六。 
111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頁 275。 
11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七，頁 96。引武王之言，「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見《尚書．泰誓上》。其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者，語見《尚書．泰誓

中》。「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語見《尚書．咸有一德》。 
11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四，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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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極生次的八卦成象觀 

 

《繫辭傳》提出太極生兩儀，進而生四象生八卦的生次歷程，林栗明確的指出，「《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有物混成，是

謂太極；天尊地卑，是謂兩儀；坎、離、震、兌，是謂四象；乾、坤、艮、巽，是謂八卦」。
114又不斷的申明，「天地未判，有物混成，是為太極，清濁既辨，一尊一卑，是為兩儀，東

震、西兌、南離、北坎，是謂四象；乾、坤、艮、巽，補其四維，是謂八卦」。這種宇宙自

然的生化觀，為「元氣龕興之象，方維奠位之形，是《易》之所取」。115太極元氣，混沌為

物之狀，是決然物質化的存在，生成陰陽，衍為四象四維、立為八卦，形成宇宙運化的基

本形式與組合元素。這種四象八卦的組成，本於傳統的四正四隅的八卦取向，且此太極生

次的模式，成立於各個別卦的內在組合，成為林栗取象的主要方法與來源。 

四象八卦的用象之法，為取象與表彰《易》義的必然之法，也是不變的原則，歷來穿

鑿附會或反對用象者，皆失之其解，他說： 

按《春秋左氏》卜筮之家，頗用四象，至漢以來言《易》者，謂之五體，而鄭玄、

虞翻、王肅之流，穿鑿傅會，千岐萬轍，使學者无所依據，然後王弼一舉而廢之。

夫《易》象也，廢虞、鄭之言可矣，而可以廢聖人之言乎？且其言曰：蹄者所以取

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然則捨筌蹄而求魚兔，弼亦知其不

可矣！自仲尼沒，千有餘年，斯文幸而未喪，然聖人之意，湮沒不明，其去亡蓋无

幾。近世《易》家頗悟王弼之失，恨其燭理不明，顧乃採拾魏晉諸儒之談，王弼已

棄之糟粕，更取而陳之，其為後學詆訶，無足怪者。……今之學者雖狥王弼之陋，

至於互體時有所合，未嘗不致疑焉。……而互體之說无一定之據。不若王氏之簡且

便也。116 

認為先秦卜筮之家，決斷所筮，擅用一重卦可見之四象，兩漢學者更以互體為用，但鄭玄、

虞翻諸儒則鑿生衍說，窮生枝葉，取象用象之法歧出，若百川之分流，使後之學者無所依

恃，至王弼言象意之辨，一舉廢象。象之所用，本聖人之意，廢象即廢聖人之言，聖人之

大義已湮沒不明，真義所存無幾。近世學者已悟王弼之失，但也未可以漢儒用象之說為全

無疑慮，互體取象即為乖謬之誤，何時以互體為用，並無定據，隨意以互體取用，則不能

立其定則，此仍非聖人之法聖人之意。惟太極生次之說，統一律定八卦之象，方為聖人本

意。 

六十四卦的每一個卦，都是一個太極生次的結構，林栗以乾 卦作說明，指出「乾者，

有物混成之象也，是兩儀之所由生也」；「乾下乾上者，一尊一卑之象也。是太極之所生，

初為乾，二亦為乾，三為乾，四亦為乾者，四方之象也」。「覆而觀之，上為乾，五亦為乾，

四為乾，三亦為乾者，八卦之象也」。117每一個卦都形成一個太極生次的系統，內含上下兩

卦為「兩儀」，此一卦六爻並又包納四卦為「四象」，即初至三互乾、二至四互乾，三至五

互乾，四至上互乾，合此四互為「四象」。又以覆卦（反卦）推之，由上至四互乾，五至三

                                                 
11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五，頁 78。 
11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4。 
116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五，頁 79-80。 
117

 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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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乾，四至二互乾，三至初互乾，同樣又含四卦，合二者得八個卦為「八卦」。此八個卦藉

由正覆互體而形成，也就是每一個別卦，正面得四卦，顛倒又取四卦，合為「八卦」。 

六十四別卦透過太極生次的概念，使之各內含八個基本卦。118太極生次的成卦成象之

認識，即每一別卦正覆卦以互體各得八個單卦與以之得其卦象。在此一狀況下，作為反卦

關係的別卦，所形成的八個單卦則皆相同。包括屯 卦與蒙 卦、需 卦與訟 卦、師 卦與

比 卦、小畜 卦與履 卦、泰 卦與否 卦、同人 卦與大有 卦、謙 卦與豫 卦、隨 卦

與蠱 卦、臨 卦與觀 卦、噬嗑 卦與賁 卦、剝 卦與復 卦、无妄 卦與大畜 卦、咸

卦與恆 卦、遯 卦與大壯 卦、晉 卦與明夷 卦、家人 卦與睽 卦、蹇 卦與解 卦、損

卦與益 卦、夬 卦與姤 卦、萃 卦與升 卦、困 卦與井 卦、革 卦與鼎 卦、震 卦

與艮 卦、漸 卦與歸妹 卦、豐 卦與旅 卦、巽 卦與兌 卦、渙 卦與節 卦、既濟 卦

與未濟 卦等兩兩之卦，所聯繫形成的八單卦皆同，但本體之正象與覆卦之象適為相反。

互為反卦關係的別卦，所形成之八卦與卦象都相同，反映出反卦之二卦，有其必然的密切

聯繫性，從內含的相同之八卦可以確定。 

林栗特別強調，六十四卦之每一個卦，都有其最基本的四象，也就是有其最基本的四

個正象，如乾 卦四象皆乾 ，坤 卦四象皆坤 ，屯 卦四象為震 、坤 、艮 、坎 ，每

一個卦皆含有正面的四象，並且認為「春秋以來，卜筮之家未嘗不用四象，而魏晉諸儒取

而日陳之，或謂之互體，或謂之卦變，穿鑿傅會，无所依據，此四象之所以晦也」。119一卦

四象之形成，為太極化生之自然，不以「互體」為名，亦不稱作「卦變」，歷來名為互體與

卦變，或不斷附會漫衍，皆非《易》之本然，且四象之理，亦由是不明。 

 

2.制式成卦取象以陳辭義 

 

藉由太極生次以化生八卦的理論主張，使每一個別卦各以其太極運化而生成八卦；每

一個別卦除了本卦可以藉由三爻互體而生成四個單卦之外，同時以其覆卦互體又生成四個

單卦，則一個別卦可以產生八個單卦。林栗確立其一致性的取卦用象原則，這個原則又立

基於太極生次的原理，而得其八卦用象。一個別卦可以透過正覆卦的互體得八個單卦，但

林栗不以「互體」為名，也不認為此八卦之象的形成是藉由互體而得到，認為這是六十四

卦的每一卦之自然蘊成之理，一種太極生次而形成八卦的自然生成之道。八單卦所重組的

每一重卦，內蘊八個單卦，正表述其一時態的實然；每一重卦求得八單卦之目的在於取象，

得其可用之象進行卦爻辭義之釋說。每個別卦都能得到八個卦象，卦象的取用得以便利，

縱使所得八卦用象多有重複的情形，但仍然有極為充裕的八卦之象可用，達到以象釋義的

具體效能。 

  太極生次取得八卦之象的目的在於卦爻辭義的論釋，甚至結合以傳解經、與《易傳》

相合而進行辭義闡說。例如隨機取大畜 卦而言，林栗指出「初為乾，二為兌，三為震，

                                                 
118

 六十四卦所含之八卦，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中各卦之圖式與說明。各卦以圖式呈現，多有謬誤之處，
包括小畜卦圖式，「小畜」誤作「大壯」。（見是書，卷五，頁 68。）泰卦之圖式，誤作否卦之圖式，所用八
卦亦誤，當為本卦包括乾、兌、震、坤，覆卦包括坤、艮、巽、乾。（見是書，卷六，頁 81。）蹇卦之卦圖
無誤，然所標明之文字皆誤，「睽」當為「蹇」；「兌下離上」當為「艮下坎上」；「兌離坎離」當為「艮坎離
坎」；「離坎離巽」當為「坎離坎震」。（見是書，卷二十，頁 264。）升卦圖式誤作萃卦圖式，標明之文字亦
皆誤，不再贅說。（見是書，卷二十三，頁 312。） 

119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七，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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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艮。乾，健也；兌，說也；震，起也；艮，止也。健而止，斯謂之大畜也」。「健而止

者，畜之質也；說以動者，畜之情也。夫是之謂大畜也」。此卦含有乾健、兌說、震動、艮

止之象，合於大畜之義，也合於《彖傳》所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之義。所以林栗進一步解釋云： 

「剛健篤實」者，乾、艮也。「輝光日新」者，震、兌也。剛健如天，篤實如土，

輝光如日月，日新如四時，然而天下不為之畜者，未有也。震、兌為「輝光日新」，

何也？曰：震，旦也；兌，夕也。震，春也；兌，秋也。日出而夕入，春舒而秋

斂，日新之謂也。「其德剛上而尚賢」者，大畜而卦上下皆陽，無剛上之義，按「上」

字當作「止」。剛者，乾也；止者，艮也，蓋言其德剛而能止。六五居尊而尚上九

之賢，是以能畜天下之大也。120 

以乾天之健、艮土之實，合於「剛健篤實」之義。「輝光」即日月之變化，四時之更迭，合

於震旦、艮夕、震春、艮秋之象，旦夕、春秋之變，又合於「日新」之義。又以乾剛、艮

止，說明德剛而能止。六五之尊而能尚上九之賢，此即「尚賢」之義。綜合諸象之用，以

顯「畜天下之大」的大畜之旨。其它於解釋初九爻義時，云「初九，乾也」，取用乾象；九

二爻義取「九二，兌也」之兌象；九三爻義取「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震」的乾、震二卦

之象；六四爻義取「六四上體為艮，下體為巽」之象；六五爻義取「六五，艮也」的覆艮

之象；上九爻義取「上九，震也」的覆震之象。運用大畜卦所得的八卦之象，以闡明爻辭

與《象傳》之義。121
 

  六十四別卦各內含八個單卦，八個單卦共成一個別卦，也就是一個別卦為一太極，內

生或內包八個單卦，合於《繫辭傳》太極生次的原理。一卦之義，由其八卦之象共合而成，

欲顯其義則必以其八卦之象推明之。林栗釋說卦爻義，即藉此八卦之象進行開闡，尤其特

重本卦之四象。主要的用象即來自此八卦之象，具體而一致的確立用象的依據與原則，此

創新之法，可以看出林栗試圖在建構一個取象用象的普遍性規範，或許在合理性的問題上，

仍有討論與商榷之處，但也可以看出其苦心孤詣的創發作為，遠比漫無原則與穿鑿附會者，

更有其系統化的認識。 

 

（八）六十四卦的相因與變化關係 

 

卦與卦彼此間有其變化上的關聯性，原始卜筮以占變產生之卦以進行聯繫，並沒有確

立既定的變化關係。漢代卦變說的興起，從虞翻建立其卦變體系以來，歷來易學家多有仿

效制立新說。林栗反對虞翻、李挺之（?-1045）、邵雍（1011-1077）、朱震（1072-1138）等

人所提出的卦變主張，認為「邵氏、朱氏之《易》，非文王、孔子之《易》也」，因為聖人

之《易》，「不取變卦相生之說」。122雖是如此，林栗認同代表孔子之說的《序卦傳》主張，

以之建構出一套卦與卦的相因與變化關係的易學理解體系，成為那個時期具有特殊本色的

另類卦變觀。林栗反對與虞翻類似性質的卦變主張，建立以《序卦傳》為本的卦序關係而

制說的變化思想，藉由本卦與其相因變化的相關之卦的運用，取得更多可資使用的卦象，

建立一致性的卦與卦之合理關係與取象的可用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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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三，頁 177-178。 
121

 諸引文與有關內容，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三，頁 179-182。 
12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500。有關林栗反對之意見，參見林氏同書同卷，頁 4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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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序卦傳》作為卦序變化體系之依據 

 

  林栗建構六十四卦的變化體系，根本於《序卦傳》的卦序說。其六十四卦的變化關係，

為《序卦傳》所言今本六十四卦的卦序，一卦一卦的延續，彼此有其成卦的變化與聯繫關

係；此種關係並非只是傳統上所說的六十四卦兩兩構築的三十二組卦之非覆即變的關係所

能牢籠，而是六十四卦前後皆構成爻位變動以成新卦與聯結卦象之關係，六十四卦共成一

個前後關聯的完整變化系統，可以視為另類的卦變體系。 

林栗的變化系統，決然不同於虞翻以來的卦變體系，也非之後包括李挺之、邵雍、朱

震、朱熹（1130-1200）等人的卦變主張。林栗根本上反對這些以乾坤為起始，以消息卦為

基礎所構成的卦變系統，認為並非是《周易》原有的思維與認識，而是後人附會的新說。

他特別針對朱震所傳的卦變說，指出「故翰林學士朱震所傳邵雍變卦圖凡十五，首推本其

說於處士陳摶，大抵欲發明六十四卦所從來之故。其一曰反對，其二曰相生反對」。123朱震

所言邵雍變卦之說，歸本於陳摶（?-989）乃至李挺之對六十四卦生成變化的理解，主要包

括六十四卦反對卦變之說，以及六十四卦相生反對卦變之說等二個不同之系統。林栗從《周

易》六十四卦序列的原始視域切入，強調後起的卦變主張，非《周易》所原有者，「乃邵氏

朱氏之《易》，非文王孔子之《易》也」。他說「臣聞中古聖人以乾、坤、坎、離、震、巽、

艮、兌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臨、遯、泰、否變為六十四也」。124文王、孔子時所建

構的原始易學體系，其六十四卦的形成，主要是藉由八經卦的相重而成，絕非為復、姤、

臨、遯等消息卦所變，因此，邵雍、朱震之說，乃至回溯宋初李挺之、漢代虞翻之說，皆

非原始易學所有者，當然同時期晚出的朱熹卦變說，也非原本《周易》之實有。 

《周易》六十四卦的形成，為乾坤生六子成八經卦之後，再進一步重為六十四卦。重

為六十四卦應有其相重成卦的序列關係，但林栗於此並未作說明與運用，反而側重今本六

十四卦確存的卦序，亦即依準代表孔子之說的《序卦傳》卦序主張。六十四卦卦序，為卜

筮系統的原始面貌，一卦一卦依次排序，乃無可更易的定勢；以此卦為根本，由此卦內部

爻性的變化，進一步成為彼卦。同時，彼此二卦的變化關係，與兩卦所推定的卦象，適足

以展現此某卦之卦義。 

例如隨機取謙 卦而言，在六十四卦的卦序上，謙卦的前一卦為大有 卦，則謙卦依大

有卦爻性的變化而來。林栗指出，「謙之成卦，大有之變也。自大有之謙，變其四陽，其不

動者六五、九三耳」。認為謙卦變自大有卦，變其初九、九二、九四、上九等四陽爻，而僅

九三、六五不變，如此而成謙卦。由此變易以成謙卦，以合謙卦的卦義，林栗認為「謙，

猶歉也，歉然不自滿之貌也」。四陽之所在，顯現大有之象，故「益之以四陽，則其所有者

不亦盛大而富有乎」。易之以此四陽，則象其不自滿者。林栗更進一步指出，「六五為君，

九三為臣，變其四陽，而君臣歉然自居於寡弱之中，是以謂之謙也」。125透過大有卦變成謙

卦，其爻位的變化情形，具體反應出謙卦卦義之實然。 

  又如蹇 卦在六十四卦的卦序關係上，其前一卦為睽 卦，以蹇卦為睽卦所變，云「蹇

                                                 
12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498。有關朱震卦變之說，參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第 1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314-292。 

12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499。 

125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八，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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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卦，睽之變也。自睽之蹇，兌變為艮，離變為坎，六爻盡變而成也」。睽卦上離 下兌

，離 變為坎 ，兌 變為艮 ，新合上坎 下艮 而為蹇卦，離兌變成坎艮，則六爻皆變，

也就是睽卦六爻皆變以成蹇卦。睽變為蹇，二卦彼此聯繫以彰顯其卦義，由離兌變為坎艮，

「艮，止也；坎，陷也。遇艮則止，遇坎則陷，是以為蹇難之象也。離為火，兌為澤，艮

為山，坎為火，火澤相違，是以謂之睽也。山水連亙，是以謂之蹇也」。126火澤已見其相違

之性，又變易以為山水之險陷峻阻，故有蹇難不進之義。 

  卦與卦的變化關係，由傳統既定的卦序與《序卦傳》所述明的概念作為依據或參照，

建立一個後卦為前卦所變的體系，其中具體指出有二十八個卦與其前一卦為反卦的變化關

係，127其餘的卦則依各該卦與前一卦的差異，進行爻位或單卦的變化，因此沒有一定的變

化規則或準據。在此卦與卦的變化關係之確立下，論釋卦爻義上，除了以其本卦八卦之象

可資使用外，前後關係下的另一卦之卦象，亦為資取卦象提供了另一個來源。 

 

2.反卦與非反卦的變化關係 

 

  六十四卦的變化，乾 坤 以純陽純陰的剛柔之性，表徵自然天地，萬物由是而生，則

六十四卦以乾為首，以坤為次。乾坤依陰陽自性而生，乾坤相交之後，餘六十二卦之變化，

採取以反卦為主體的變化關係。六十四卦的變化，除了建立在反卦的關係上，同於《序卦

傳》兩兩反對的認識與理解，其它各卦的變化，則非《序卦傳》所能類屬。林栗曾提到「欲

為《六十四卦立成圖》，以辨反對相生之說」，根本「文王、周公、孔子相與推明之意」，128

曾試圖建構六十四卦的變化圖式，辨明歷來反對相生變卦的舛誤，回復聖人《易》說的本

意。只是今之傳本，未見此一欲立之圖式，也未能考明其由。 

反卦的變化關係，往往存在著對應或對立的意義，如訟 卦為需 卦的反卦，林栗指出

「飲食在上，人賴其養，是以謂之需也。飲食在下，與人相爭，是以謂之訟也」。129一為飲

食在上而得其需養，一為飲食在下而致其爭訟。又如隨 蠱 二卦，林栗以蠱卦為隨卦之反

卦，指出「所以為隨者，剛來下柔也；及其為蠱，則剛上柔下矣。所以為隨者，動而說也；

及其為蠱，則巽而止矣」。130一為剛來於柔以得其隨，其動為悅之；一為剛上柔下則其為蠱，

巽順而止。二者形成相反之結果。又如臨 觀 二卦，觀卦為臨卦之反卦，其陰陽變化的對

應，即陰陽爻的對應，林栗指出「二陽在下，四陰自上而臨之，二陽在上，四陰自下而觀

之也」。131二陽四陰互為對應，使之臨觀互別。又如剝 復 二卦，復卦為剝卦之反卦，林

栗指出「物窮則反，理之必至，剝之上九窮矣，是以反於初九而成復也。剝者，陰盛之象；

復者，陽生之象也。方歲之寒，草木凋瘁，蟲獸蟄藏，人民廬處，山童而川冰，可謂剝矣。

及夫一陽之生，固未盛也，而凋瘁者芽，蟄藏者奮，廬處者出，童者青，而冰者泮矣。是

以謂之復也」。132二卦陰陽爻互為對應，使為剝復判然相列，一為陰盛凋瘁蟄藏，一為陽生

                                                 
126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頁 264-265。 
127

 林栗具體指出為反卦所變化而成者，包括蒙、訟、比、履、否、大有、豫、蠱、觀、賁、復、大畜、恆、
大壯、明夷、睽、解、益、姤、升、井、鼎、艮、歸妹、旅、兌、節、未濟等二十八卦。 

12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六，頁 501。 

129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頁 47。 

13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九，頁 126。 

131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0。 

13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二，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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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出奮起。反卦的關係，可以看出二卦卦象與卦義的強烈對顯。 

在非反卦的變化關係上，前一卦變為後之另一卦，林栗並未建立一套有規則的變化體

系，多數似乎專從卦義申說與取象方便作為考量之因素，採用因應需要的變化方式，使前

後兩卦形成聯結的變化關係，並能達到有效釋說卦義的目的。例如以大過 卦而言，林栗

以之為頤 卦所變，其六爻皆變，即震變為巽，艮變為兌，兌澤巽入，「入乎澤中，過涉之

象也」，正當大過之世。處其世而養其賢，即「竭天下之力，養天下之賢者，所以拯艱、扶

顛危也」，使「危而持之，顛而扶之，撥亂世而反之，正大過之事也」。此一卦雖為大過，

但本為頤卦之變，強調「巽者震之配也，兌者艮之配也」的用象成義之關係，133則有處過

養賢、撥亂反正之義。其它如遯 卦為恆 卦之變，其二五相易，並變其上爻以成遯卦；又

如家人 卦為明夷 卦所變，其下卦不動，而上坤五上二爻變而為巽以成其卦；又如艮 卦

為震 卦所變，其二五不動，餘四爻皆變而成其卦。134從這些隨取之例子可以看出，變化之

法多元而無統緒，應其己說成理而為之。 

  不論為反卦或非反卦的關係，不管其變化關係之統緒是否合宜，但確實提供增加用象

來源的可能，使卦爻釋義之用象更具方便性，而六十四卦間的彼此關聯性，也表現在用象

上的聯盟。 

 

（九）八卦立象的自然之道 

 

  《易》以陰陽作為一切生成變化之根本，「陽生陰，陰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循

環不窮」，以此成象，確立事物的存在，故「有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法」，「成象效法，

通其時變」，廣大而無所不包，無所不徧，「放乎四海而无不準，閱乎百世而无不通」。135是

以變通陰陽，自得其象，顯諸日月星辰之序，鳥獸草木之宜，象之所見，正為天地自然流

行變化之理。聖人體察天地自然之理，辨晰自然之象，擬諸其形容，「取諸物宜以象之」，136

立八卦象類，使能「開物成物，冒天下之道，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昆蟲草木咸遂其性」。
137立八卦之象，備物致用，正為天地自然之開顯，也為論定吉凶、盡其大義之所在。 

 

1.陰陽推變八象類為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以象成、以象見，象之所成所見，正為陰陽變化之結果。林栗認為陰陽變化

下的八卦之象，共構出天地自然之理，云： 

至剛不得不徤，至柔不得不順，徤在下不得不動，在中不得不陷，在上不得不止，順在下不得

不入，在中不得不麗，在上不得不説，此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也。而八卦象之，故在

下有動入之象，在中有陷麗之象，在上有止説之象。動近乎徤，入近乎順者，乾坤

之一變也。徤順無作，動入有為，此其所以異也。及其究也，則動反為止，入反為

説。其未止也，陷於陰，其未説也，麗於陽，皆自然之理也。138
 

                                                 
133

 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四，頁 190。 
134

 諸卦之說，參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七，頁 227、252、353。 
135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49。 
136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51。 
137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60-461。 
13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五，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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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天純陽具有剛健之性，坤陰則為柔順之質，陽剛健動以一陽在下則為以動為性之震卦，

剛健在中則陷而為坎卦，健極而止則為艮。坤地純陰為柔順之性，以一陰之順在下則為巽

入之象，陰順在中則為離麗之象，陰順在上則為兌說之象，此變化處象之質性，為天地萬

物的自然之理。透過八卦作為表徵，乾坤體現剛柔健順之質，成為變化之主體，乾坤之一

變在下，為震動巽入，動性近於健，入性近於順；二變在中，則為坎陷離麗之象；三變在

上，則為艮止兌說之象。健順無作，則無以見動入之變。又，動反而為止，入反而為說；

動而未止，則必陰陷，入而未說，則必陽麗。此皆陰陽變化之性，自然流行之理，衍之於

斯，現之其象，並透過八卦可以周全；健、順、剛、柔、動、入、陷、麗、止、說等象，

為自然變化之性，亦是八卦之性、八卦之象，更是林栗以之推布自然之道、卦爻大義之主

要用象。 

  林栗特別強調乾、坤、艮、兌、震、巽、坎、離等八卦所表徵的天、地、山、澤、雷、

風、水、火之基本物象，彼此相互呼應與對立。認為「天地之間，一物之生，非是八者不

能以成」。此八種物象的重要屬性，林栗認為「雷以動之而後生，風以散之而後拆，雨以潤

之而後滋，日以烜之而後暢，艮以止之而後成，兌以說之而後遂，乾以君之而得其所覆，

坤以藏之而得其所歸」。139震雷因動而後能生，巽風散入而後拆解，坎雨潤施而後得以滋養，

離日烜麗而後得以暢明，艮山始而終止而後有成，兌澤欣說而後就遂，乾天君臨而萬物得

以覆載，坤地厚藏而萬物得以歸趨。此八卦之性，正為宇宙自然的主要取象與屬性，一切

的變化與存在，不離於茲，一切的現象歸宗於此八象與八象的變化特質。 

  自然物象的推衍，由陰陽而為四象、八卦之物象，推衍之規則與物象之屬性，本於自

然之理，故宇宙自然皆由四象、八卦之類推萬象所構成，八卦之中又長於四象之性，六十

四卦中，又自成四象、八卦之象，其四象尤其顯著。林栗指出「凡《易》之中有是四象，

所以示人者也」，四象之用，乃推天道自然之象以明人事吉凶之確然，此四象者，他特別舉

其數端，「於數為七、八、九、六，於時為春、夏、秋、冬，於象為金、木、水、火，於德

為仁、義、禮、智」。140此諸象之用，亦林栗用象之所倚重者，四時、五行、四德之用，為

其《易》說用象的重要內容。 

 

2.遠取物與近取身以為象 

 

  自然之象，本為自然之所顯，歸為八類物象，含括自然之所有。通天道明人事之《易》

說之道，本為聖人探賾索隱於自然之道所完備的系統化體系，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而推類

之象，他說： 

徤故為順，故為地；動故為雷，雷入故為風；陷故為水，麗故為火，止故為山，説

故為澤；徤故為馬，順故為牛，動故為龍，入故為鷄，陷故為豕，麗故為雉，止故

為狗，說故為羊，是謂遠取諸物也。首象其尊，腹象其虛，足象其動，股象其隨，

耳象其通，目象其明，手象其止，口象其說，是謂近取諸身也。141 

遠取諸物之象，主要包括健、順、地、動、雷、入、風、陷、水、麗、火、止、山、說、

澤、馬、牛、龍、鷄、豕、雉、狗、羊等象。近取諸身之象，包括乾：首→尊、坤：腹→

                                                 
139

 二括弧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五，頁 484。 
140

 括弧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五，頁 79。 
141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五，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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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震：足→動、巽：股→隨、坎：耳→通、離：目→明、艮：手→止、兌：口→說等象。

這些遠近所取諸象，皆為林栗用象之主要來源，也是《說卦傳》所論定之用象，為林栗用

之最為頻繁者，每一成卦之說明，皆立此身物之象。 

 

3.推變象類與配應自成 

 

  陰陽之變化，取天地之資始資生之元，天地正為陰陽的健順之質，以乾坤為名，並資

取其象以立之。林栗指出聖人「所以立乾坤之象者，取諸天尊而地卑也。尊者必徤，卑者

必順，乾坤所以定也。輕清在上，重濁在下，貴賤之所以位也。屬乎徤者，莫不動，屬乎

順者，莫不靜，剛柔之所以斷也」。142乾坤作為存在之主體，各有其尊卑健順之性，各有其

輕清在上與重濁在下之位，而列其貴賤之質。輕健者主於動，濁順者主於靜，動靜有常而

斷其剛柔；以乾坤為名，確立天地之本質。天地之外的自然物象，皆因天地的健順、動靜

與剛柔之化而生，形成六個基本的自然形象，並另以六卦為名，則此六卦與乾坤二卦必然

形成緊密的共生聯繫，林栗云： 

震、坎、艮本乎天，故從乾而居，巽、離、兌本乎地，故從坤而位，是謂方以類聚

也。乾、震、坎、艮，陽物也，非陰則不配；坤、巽、離、兌，陰物也，非陽則不

合。是謂物以群分也。……震為雷，巽為風，離為日，坎為月，在天成象者也。艮

為山，兌為澤，坎為水，離為火，在地成形者也。象者謂之變，形者謂之化，變化

之所以見也。……取諸象形而成變化，然後《易》之道流通而不可窮矣。143 

震、坎、艮本於天為陽性，跟從乾陽而居，巽、離、兌本於地之陰性，從坤陰合而立其位；

故乾、震、坎、艮，以其同類而聚，坤、巽、離、兌，亦同其類而聚。以類而聚，同類而

象近，乃因其前者為陽物，後者為陰物，陽物與陰物各屬其類；同為陽物或同為陰物，彼

此不能相配合，陽物必以陰物而配，陰物亦以陽物而合，此為群分物象所展現的自然之理。

此同類與相配合的八卦用象之道，成為林栗用象之法與以象釋義的重要觀點。乾坤統合天

地自然之象，在天所成之象為震雷、巽風、離日、坎月之象，在地所成之形為艮山、兌澤、

坎水、離火之形，以其象其形，而成變化之道，一切的存在，一切的現象，皆因之而顯，

則天地流行變化之道，得以神妙而無窮。此八卦的基本象形，包括天、地、健、順、雷、

風、日、月、山、澤、水、火等等，成為自然存在的基本象形，也是林栗八卦用象的普遍

而根本的內容；林栗以此諸象，作為其釋說卦爻辭義的最主要之用象。 

  八卦所構築的八類物象，作為創生萬有之根本，一切事物的存在，皆本此八物為牢籠。

此八卦所聯結的八物之象，彼此相互呼應，天與地為時空存在的主體定位，「天高以覆地，

地下以承天」，相互承覆，則乾坤二卦為八卦之主體；山與澤相互通氣，「山氣流於澤，澤

氣蒸於山」，山澤之氣彼此流衍蒸升，則艮兌二卦相互對應；雷與風相互對薄，「雷遇風而

震，風遇雷而怒」，二者相遇而震動怒號，則震巽二卦相互對應；水與火相互焦滅，「水入

火而焦，火入水而滅」，144二者之相遇，抗衡侵殞，則坎離二卦相互對應。八卦兩兩配應而

自成其道。 

 

                                                 
14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41。 
14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三，頁 441-442。 
144

 括弧相關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五，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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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卦用象之具體內容 

 

  林栗八卦用象，立基於對孔門儒學《易》說之肯定，以傳釋經成為理解《易》義之主

要方法，故主要用象以《說卦傳》為本，並藉之推類擴衍八卦之象。林栗無意於承用前儒

用象與詮說內容，而能建立屬於自身獨特用象的一家之說，用象立說，明確詳實，用象之

富，更為宋代《易》家之重要典範，亦為其象數之學的特色所在。 

 

1.八卦用象之主要卦象 

 

  林栗釋說卦爻之義，高度之用象，為唐宋以來鮮有能及者，其八卦之用象，粗略統計

如後表所見。 

林栗八卦用象彙輯表 

卦 名 卦     象 

乾 卦 龍、馬、良馬、西北、秋冬、戍、亥、戰、剛、健、剛健、動、首、大

首、尊、陽之至尊、君、父、夫、君子、蓋、衣、赤、大赤、清、貴、

富、天、統天、施物、資始、正、陽、純陽、道、元亨利貞、仁義禮智、

人、郊、遐、大、至大、金、戰、後庚、行人、賢德、玉、老、老夫、

興隆、行、圓、圜、脢、精明堅剛純粹、金之熟、虎、西方之獸、靜專、

動直、大生、變化、保合 

坤 卦 柔、柔順、入、地、地道、方、腹、虛、土、牛、牝牛、牝馬、牝龍、

西南、夏秋、未、申、養、致養、臣、民、臣民、婦、小人、輿、大輿、

車、裳、黃裳、中正之色、黑、濁、賤、貧、資生、順、順承、臣子、

臣道、臣妾、含章、妻道、文、諸侯、諸侯萬民、母、王母、眾、林中、

主、田、國邑、城、邑、用師自邑、朋、朋來、囊、陰之尊、平、平地、

至靜、先庚、闔戶、剝、晦、孟秋之月、大牲、夜、甄陶、靜翕、動闢、

廣生、厚載、時行 

震 卦 龍、旦、出、動、動出、雷、東、東方、生、春、仲春、作、足、作足、

木、仁、玄黃、長、男、長男、大塗、蒼筤、重門、門庭、闢戶、天子、

帝、上行、明、光明、日出之明、施惠、聲、大聲、馬、萑葦、茅、鳴、

善鳴、奮、元、官、丈夫、甲、卯、市、趾屨、剛、金、青、行、反生、

子、始、萬物之始、起、振、陽、震驚、晝、決、決躁、雷雨、速、長

養之日、懼、以威達德、限、筐、舒緩、耕稼、鵠、鳴鶴、皷 

坎 卦 水、流水、雨、雲、雲雨、險、陷、險陷、險難、潤、滋、北、北方、

北方之氣、冬、中、男、中男、勞、勞卦、幽、幽陷、耳、豕、通、龜、

蛇、盜、冦、致冦、隱伏、鹿、憂、憂傷、加憂、病、疾、心病、血、

血卦、泉、寒泉、矯輮、桎梏、酒、陽、川、大川、穴、惕、惕懼、律、

法、小人、缶、缶聲、用缶、鼓缶、青、有孚、月、夜、子、心、堅、

堅多心、心病、腊肉、墨、牖約、罍、小罍、叢棘、刑獄、刑傷、水之

精、臣象、樽酒、簋貳、愁如、愁嘆、幽夜、勿恤、曳、輪、曳輪、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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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眚、傷、傷夷、馬、信、下趨、趨下、潤下、負塗、車、輿、載鬼、

鬼方、戒懼、溝瀆、狐、谷、幽谷、幽陰、心惻、收、幕、不拯、不快、

聽、幾望、溝洫 

艮 卦 止、土、土氣、成、手、指、拇、趾、右肱、北、東北、冬、冬春、丑、

寅、狗、龜蛇、終、終始、萬物所成終而成始、萬物之終、少、男、少

男、陽、陽之少、石、磐石、夜之將旦、小石、堅、堅節、堅多節、堅

木、膚、膚革、門闕、山、黔喙之屬、禽、首、高、歸根復命、貞、小

子、鼻、黃、馬、邱園、隼、廬、果蓏、不耕穫、不菑畬、牛、邑人、

養、至小、童牛、高墉、豶豕、虎、背、夜、徑路、峻阻、歛藏、躋陵、

閉戶、隄防、罷、穴 

巽 卦 木、株木、股、隨、風、入、散、拆、夏、春夏、辰、巳、齊、潔、潔

齊、鷄、東南、辰、巳、躁卦、伏、順伏、女、長女、女妻、長、白、

白茅、多白眼、蕃鮮、葛藟、高、弧矢、號、號令、股、履、亨、進退、

繩、繩直、陰、柔、恭、腓、縶之、係、教化、近利市三倍、富家、不

果、寡髮、廣顙、長養之日、命、命令、告公用圭、絲、魚、君子、射

鮒、甕敝漏、工、金、金之穉、金之生、眇、疑疾、無人、即次、牛、

牀、氣、或泣或歌、雞 

離 卦 明、向明、文明、暇、烜、日、日暵、中、日中、日中之明、女、中女、

晝、晝日、中虛、暢、目、明目、能視、火、南、南方、麗、鳥、飛鳥、

禮、食、陰、舟、兵、戈兵、窒塞、股、心、心志、陽心之宅、火心之

屬、火之精、火之壯、火之盛、心之官、東方、電、思、午、柔、矢、

弓矢、弧矢、張弧、赤、赤紱、魚龞、龜、琴、大琴、君象、黃、牛、

牛角、腹、大腹、威、威嚴、見、相見、上行、炎上、田、田漁、君子、

緩、罔罟、雉、射雉、科上稿、高宗、終日、中國 

兌 卦 澤、說、遂、暮、西、西方、西山、秋、仲秋、正秋、晡、息、虎、金、

義、口、舌、口舌、輔頰舌、剛鹵、咥、白、毀折、伏、進退、不果、

女、少、少女、三女、妹、號咷、利、夕、庚、酉、陰、止水、見、日

昃、大耋、歌嗟、水氣、心、小人、羊、羸角、歛藏、陰之至卑、頑鑛

之氣、柔、劓刖、臲卼、金之氣、西方之獸、雉膏、妾、折肱、牛、巫、

擊歛、門戶、言語、戶庭、闔戶 

 

  所用八卦之象，乾卦不下 60，坤卦不下 70，震卦不下 70，坎卦不下 110，艮卦不下 70，

巽卦不下 70，離卦不下 78，兌卦不下 60，內容詳如上表之內容。朱震所用之象，主要是

根本於《說卦傳》之象說，145同於《說卦傳》之象者，包括： 

                                                 
145

 《說卦傳》所言之象，乾卦有：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
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為健、為馬、為首。坤卦有：爲地、爲母、爲布、爲釡、爲吝嗇、爲
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為地之黒、為順、為牛、為腹。震卦有：爲雷、爲龍、爲玄
黄、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為馬之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為稼
之反生、其究爲健、為動、為足。巽卦有：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髙、爲
進退、爲不果、爲臭、蕃鮮、為人之寡髪、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為入、為雞、
為股。坎卦有：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為人之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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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象：天、金、玉、寒、馬、良馬、健、首、君、父、大赤、圜等象。 

坤 象：地、大輿、順、文、母、眾、腹、牛、黑等象。 

震 象：龍、足、作足、善鳴、雷、動、決躁、萑葦、長子、大塗、反生、玄黃、蒼

筤。 

坎 象：水、月、盜、隱伏、耳、多眚、豕、加憂、陷、心病、堅多心、曳、通、血

卦、矯輮等象。 

艮 象：止、手、黔喙之屬、山、門闕、小石、指、果蓏、鼠、徑路、狗、堅多節、

拇等象。 

巽 象：木、股、風、入、多白眼、繩直、不果、白、鷄、長、長女、高、進退、工、

近利市三倍、躁卦、蕃鮮、寡髮、廣顙等象。 

離 象：日、火、中女、雉、甲胄、戈兵、大腹、科上槁、魚鱉、龜、電、麗等象。 

兌 象：澤、說、口、少女、剛鹵、毀折、口舌、妾、羊、巫等象。146
 

林栗高度運用《說卦傳》所論的八卦卦象，十有八者之取用，並藉由《說卦傳》的用

象，進一步合理推定有關象類，站在以《說卦傳》為主體的用象推類基礎上，展現出以傳

解經的具體色特。另外，在今存的文獻中，漢儒用象以虞翻為首，又有漢魏《九家易》之

三十一逸象者，林栗之用象，或許多有與此漢魏諸家相同者，但非刻意追本前儒之用，而

是推衍運用上的相同而已；在取用八卦的卦象，乃至以卦象釋義的內容，林栗建立自屬的

用象法門，仍有其標幟鮮明的用象風格，無意於套用前人之說。 

 

2.字字成象的繁富用象 

 

  聖人透過觀象用象，以確定天地自然的變化之理，立為《易》書，故「《易》者，象也，

象也者，像其形容也」；147「物之著見，然後謂之象」。148《易》以象見，乃像天地自然外

在事物之形容而立為象。取象用象之法，早在《周官》所言三《易》之前即已存在，即「包

犧作結繩為網罟，神農作耒耜通交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作舟輯，服牛乘馬，重門擊

柝，臼杵弧矢，棟宇書契，皆在三《易》之前」。149《易》象之用，非聖人參即《易》書而

用，乃觀之諸聖所得萬物之情而致其用者。聖人探賾鈎深，立為八卦之象，並推衍六十四

卦之象，以為萬物之周全，故云「六十四卦之象，萬物也」。150六十四卦合為萬物之象，根

本上仍為八卦之象。 

  《易》立八卦之八類具體形容之物象，此八卦八物之象，所以見天下至幽至隱、無所

                                                                                                                                                              
為馬之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曵、為輿之多眚、爲通、爲月、爲盜、為木之堅多心、為陷、
為豕、為耳。離卦有：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為人之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
爲蠃、爲蚌、爲龜、為木之科上槁、為麗、為雉。艮卦有：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
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為木之堅多節、為手、為止。兌卦有：爲澤、爲少女、爲巫、爲
口舌、爲毁折、爲附決、為地之剛鹵、爲妾、爲羊、為說、為口。 

146
 《說卦傳》列說之八卦用象，林栗論釋卦爻辭義未予取用者僅二十九象，包括乾卦有氷、瘠馬、駁馬、木
果等四象；坤卦有布、釡、吝嗇、均、子母牛、柄、地之黑等七象；震卦有旉、馵足、的顙、其究為健等
四象；巽卦有臭一象；坎卦有弓輪、耳痛、赤、馬之美脊、亟心、下首、薄蹄等七象；離卦有乾卦、蟹、
蠃、蚌等四象；艮卦有閽寺一象；兌卦有附決一象。 

147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四，頁 469。 

148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一，頁 8。 

149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四，頁 469。 

150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四，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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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之理。天地之象，以具體形容呈現，藉由八卦符號來擬象，作為反映事物之或形體特

質。吉凶現況或事物變化的具體現況，存在於一卦時態的六爻組合之中。自然變易之道即

《易》之道，六十四卦每一卦皆表現出變化之時態，六爻共構出一個陰陽變化的時態，並

且反映在太極生次的八卦象定之中。透過四象、八卦的成象之運作方式，得其象以見天下

之賾；沒有卦象，無法從卦爻辭中得知天地之道，無法見其吉凶之變，因此，非卦象無以

明其吉凶，非卦象無以知其至理。 

卦象的運用，成為理解卦爻辭義所不能排除的方法。聖人以傳釋經，知其象義之道，

則《易傳》亦以象見。林栗肯定卦爻辭乃聖人擬諸形容而以言以象繫之者，故釋說經傳辭

義，亦處處呈現八卦用象之說。例如隨機取其釋說節 卦六四「安節，亨」短短的三字為

例，指出「上體為坎，下體為艮」，「應於初九之兌，而承於九五之震」。以六四之位，得坎、

艮、兌、震之卦象，「坎為水、為陷，艮為山、為止；止者隄防之象也，陷者溝洫之象也」。

因坎、艮之象而得其為隄防之設，以導其溝洫，使水得以疏通安行而受其節度。又，「兌為

說，震為行，坎為險，說以行險，是以知其安節矣，故曰亨」。151水行有節度，行險而能欣

說，若節之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能得其安節之亨。三字之辭，用了水、陷、山、

止、說、行、險、澤，乃至推推衍的隄防、溝洫等象，用象之頻繁，由是可見。 

又如釋說渙 卦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以上九為兌，應乎六三之艮，承乎九五

之震，且三又有坎體；「坎為血、為憂傷，艮為止，震為動、為決，兌為說、為毀折」，合

諸卦之象，則有「血去逖出」之象。又指出「上九於身為耳目鼻口之所在也。耳目鼻口，

腑臟之外候，陽氣之會，精華之所發也。然下與六三有艮兌相與之情，陷而止焉，是身之

病也」。處血氣壅滯之時，必動決其血，使之渙散而血去惕出，而得以「无咎」。又云，「坎

為憂傷、為心病，則敗血也」，以其敗血，故不可不渙；渙其血，以存陽氣，遠其瘀敗之血

之害身，血去惕出，延壽保身，无咎之必然。152短短八字之爻辭，卻字字皆可見其象，高

度之用象，可以視為宋人用象之翹楚。 

 

3.詳明所用卦象之緣由 

 

  林栗之八卦用象，皆有所據，非無端造作，主要依準於《說卦傳》之說，並藉由《說

卦傳》所立，進一步推衍增生，多有個人之理解創見與特色者。尤其表現於透過八卦之關

係與屬性，確立其主體的卦象，作為普遍之取象內容；同時以卦象與卦象的聯繫，立定新

的卦象，使卦象的運用，具有高度的靈活性，並在強調卦象與卦象的密切關聯性下，卦象

的存在，往往非決然單獨存在的概念。林栗所用之象，卦象運用之緣由，及其所用之象的

合理性，主要表現在其論釋《說卦傳》的釋文之中，並又於卦爻辭義之釋說中，亦有詳要

之述明。以下列舉數例，說明其用象之合理認識，以其宜而用之，非濫取前人之說而用，

所本所用，必有其道。 

  例如，「龍」本乾卦之屬象，然震卦亦有此象，林栗明確的說明，震有「動」象，龍本

動行之物，故進一步推衍出以「動」為「龍」之象；「動」何以為「龍」？乃「龍動而升騰

者也」，153龍之升騰於雲天之際，或入於水淵之間，皆因動而行其能事，故動具動性，以「動」

                                                 
151

 括弧諸引文，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頁 411。 
152

 引文與有關論述，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頁 406-407。 
15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三十五，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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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龍」，震卦並有此象。 

  巽有「入」象，並推「入為鷄」，乃「鷄入而伏藏者也」；
154

鷄入於舍居之所，以伏藏為

其性，故以「入」為「鷄」，為巽卦之象。 

  坎「陷」為「豕」，乃「豕汙穢而陷泥塗者也」；155豕好陷於泥塗之中，因陷而顯其汙濁，

故「陷」象類推為「豕」，為坎卦之象。 

  離「麗」而為「雉」，乃「雉文明而麗草木者也」；156雉以其色彩文明艷麗，眩耀於草木

之間，故「麗」推而為「雉」，屬離卦之象。 

  艮「止」為「狗」，乃「狗遇物而止者也」，157狗性多察，遇物則止，故「止」而推為「狗」，

屬艮卦之象。 

  艮「手」為「止」，乃「手動而有所止者也」，158手性本動，動而有止，以得手之宜，故

由「手」類推為「止」，屬艮卦之象。 

  兌「說」為「羊」，乃「羊見尊而說者也」，羊以美而貴尊，為人之所欣說者，故由「說」

類推為「羊」，屬兌卦之象。又，說「口」為「說」，乃「口易說者也，說而見於外也。人

之說也，宣之於口，故喜亦從口，喜說之說，通乎言說之說」。159口為言說之器，人之話語

宣之於口，而人之欣喜之狀，亦以口顯其情狀，故兌「口」之象，可同推為「言說」之「說」

與「喜說（悅）」之「說（悅）」。 

  又如歷來學者多以震卦有「懼」象，乃恐懼之象義，但林栗不以之為宜，認為震懼之

道，在於「以威達德」者，無恐懼之義。指出「震，動也、起也，為雷、為龍、為足、為

長子、為東方之卦，皆亨之象也。而先儒訓震為懼，以為恐懼以致亨，則失之矣」。震卦之

卦德，不宜為憂懼、恐懼之性；震以動起見其質，乃取雷震為義，至若以「懼」為象，乃

「因其震驚而取之」者。「震在雷，懼在物，雷何懼之有哉」？雷之震動，所懼在物，震雷

本身無有恐懼之義。160
 

  又，艮卦具鼠象，乃《說卦傳》之用，而處離震之位，卻得鼫鼠之象，何以取之？林

栗釋說晉卦九四爻義，作了詳細之說明。九四上體為離，下體為震，應乎初六之坤，承於

六五之坎，又乘六三之坤坎。以「鼫鼠」為大鼠，此物之特性，「晝藏而夜動，晝昏而夜明，

貪黠而畏人，首進而尾退」，本當以艮卦為象，但此爻處位更合大鼠之象；以其「進而遇坎，

退而遇坤，坤為黑，坎為幽，夜之象也」，黑、幽之象，表徵其暗夜之時。且此爻雜於震離

之象，「離為明，震為動」，處暗夜而眩其明以動行，則鼠輩為是，此即「擬諸其形容，而

象其物宜」者。林栗並言鼠為艮卦之物象，即「艮之所以為鼠者，為夫大明既升，則暗而

無覩，止而不行也」。以艮為鼠象，為日升大明之時，處幽暗無覩，息止而不行之鼠。而今

之鼫鼠，乃「四之離震在乎坤坎之間，是以夜為晝者也」，以夜為明，於幽夜之間，行其能

事者。又，「震於艮為長」，艮既稱鼠，則長於艮之震則宜稱鼫鼠。推此象以明於人事，四

處人臣之位，但「明而不中，不當其位，下據三陰，上逼六五，竊君之權，以行其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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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與有關論述，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六，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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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鼫鼠之象，故爻辭云「晉如鼫鼠，貞厲」。161
 

  卦象之從屬，主要以推類的方式進行比附，《說卦傳》立象如此，歷代重要用象《易》

家亦如此，林栗在《說卦傳》的基礎上，以其合理的認知，確立合宜之象；卦象之推用，

並不綜採前人所說者，絕非無分是非而皆斷然取用。具體而詳實的用象說明，使讀者更能

確知其用象之緣由。 

 

(十一)與朱熹易學觀歧異之商榷 
 

  林栗與朱熹除了官場上的衝突外，二者的易學認識，確實存在諸多的歧異。包括經傳

相合的詮《易》進路、別卦序列的變化體系、太極生次的用象主張等議題，確實存在著極

大的歧異與觀念上的衝突。理解林栗有關觀點的實質內涵，也廓清彼此之爭議，對其易學

有更具體的認識，免除人云亦云的可能誣詆，給予更為公平的對待與評價。 

 

1.剛狷性格的身後衝擊 

 

宋代政治史、學術史，甚至易學史上，林栗一直是一個具有爭議的人。由於個性剛介

耿直，敢於疾言直諫，立言正色，同朝僚臣多不敢趨附，更甚者有表明「不願與之同朝」。

雖然他性格狷急，但一般人大致認同他是「強介有才」，有識者肯定他具仁直之性，就連當

時孝宗也給予「累更事任，清介有聞」的讚譽。 

林栗清介敢言之個性，已如前文所引述，《宋史》可見其事略，又舉如孝宗有旨，欲省

併江州屯駐一軍，林栗強力奏言不妥，認為「江州一軍分佈防托」，可以對金人造成實質威

脅，才能收其警防藩籬之效，江州一軍因此奏陳才能得以無動。又如朝廷收束祭天之用樂

節度，卻於宴見金使，可以有權用樂，林栗堅決以為不可，致書宰相，不被接受，乃狀申

朝廷，指出「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

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指出祭天遠比迎見金人還不如，而廢弛祭禮又將致動搖法

本。擔任慶王府直講時，有召旨命令講讀官與王子議論時政，林栗上疏強烈以為不可，指

出「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任知湖州，曾於朝會

時指出漢代賈誼能夠通達國禮，知天下之病，而今日國體若何，雖有「士大夫好論時事」，

卻難有可貴之士知其病由，認為「能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

其誤人之死，必矣」。今國體之病，不可不慎知，「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口，五

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類似之敢

於諫言、敢於行事者，史載歷歷可見。
162

 

林栗剛直固執的個性，朝中同僚多有設防遠避，其負面之形象，也源於個性使然。尤

其與朱熹的衝突，進一步引發學術認同的攻伐，造成對其往後政治生涯、學術定位與易學

成就的嚴重影響。與朱熹之相牾，成為其一生中最嚴峻的衝擊，甚至也帶來身後論著存廢

的威脅。 

二人齟齬對立的來由，《宋史》概括的記載，指出林栗擔任兵部侍郎時，朱熹奉召為郎

官，在初次面見的互動上就產生了糾葛與強烈的不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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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為兵部郎官，熹既入國門，未尌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

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夲無學術，徒竊張載、

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

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

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髙價，門生迭為游

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官除郎，而輒懐不滿，傲睨累日，不肯

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縁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

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163 

林栗作為朱熹之上司，朱熹甫任郎官之時，以腳疾為藉口未即就職，加上初次見面談論《易》

與《西銘》，彼此諸多理解與觀念上的殊異，並對朱熹的道學學風與門生從列的厭惡，自然

種下對朱熹的負面形象，所以提出嚴厲的糾彈，視之為「浮誔宗主」、「亂人之首」，奏請孝

宗能予停罷，以儆傚尤。然而林栗之參劾，卻遭來太常博士葉適（西元 1150-1223 年）的反

駁，認為「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而林

栗以「道學」之目搆陷，為莫須有的罪名，自應端正綱紀，泯絕欺罔，「摧抑暴横以扶善類」。

於是，朝侍御史胡晉臣（西元?年）進一步參劾林栗之非，認為他「執拗不通，喜同惡異，

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林栗因此貶黜出任泉州。164這樣的事件，對其日後產生極大的負面影

響，《宋史》論定其一生，雖「有治才，善論事」，卻「不足以蓋晚節之謬」。165在朱子之學

成為主流意識、主流價值的現實學術環境下，林栗的罪責朱熹之事，怎能為朱學從道者所

緘默容忍，故直接影響後人對其政治事功與學術成就的嚴厲批判。 

  陸心源（西元 1838-1894 年）《儀顧堂續跋》，認為「黃中逐句解釋，亦多精當。其所採

《程傳》之外，蘇東坡《易傳》之說為多，此所以與朱子不合歟」？166陸氏臆測林栗多採

蘇軾（西元 1037-1101 年）之說，導致與朱熹不合，但是仍然肯定林栗易學的精當之處，並

且也點出林栗有高度的《蘇氏易傳》之取向。學術之現實，如清代吳焯（西元 1676-1733

年）所言，「以栗攻晦菴，士君子在所必惡，并其書毀之於情不已苛乎」？167以其人而廢其

書，著實過苛。前人的是非譽毀，不可掩其論著之價值，其學術成就仍當受到合理公平的

對待，但是，學林未歇，易學猶隆，卻未受到應有之關注。 

 

2.經傳認識之歧異 

 

林栗站在儒家《易》說的立場上，主張經傳合一，經傳本是一體，彼此相合互補。但

是，朱熹認為《易經》非為一時一人所完成者，傳又因經而作，二者必有明顯的差異，不

能一律的等同並合來看待。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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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胡玉縉引陸氏《儀顧堂續跋》所云。見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二，頁
31。 

167
 見吳焯《繡谷亭薰習錄》所云。引自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二，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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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讀《易》，當自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

自是孔子之《易》。168
 

又云： 

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

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

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169
 

學《易》必須將各個時期的《易》作，各自分開來看，不同階段的《易》作，本來就存在

著差異，應當有所區別，不可等量齊觀，不可混為一談。用歷史的眼光，認清《周易》經

傳的不同性，才能真正理解《易經》原本的面貌，也才能準確的詮釋原本的旨義。朱熹這

樣的理解，顯然與林栗不同，朱熹強調獨立分判，各抒本義，而林栗則以二者同義，經義

由傳而顯，而傳在表彰經義，由經傳並顯，方可知天地之道、聖人之道。在對《周易》的

性質與經傳的基本觀念上，二者已存在根本上的歧異。 

  在朱熹看來，《易經》本為卜筮之書，其卜筮的性格不因《十翼》而改變，他指出： 

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思得《易》之本意，只

是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畫八箇卦，某卦有某象

而已。……只是教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彼者凶。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

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文王、

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尌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及孔子

繫《易》作《彖》、《象》、《文言》，則「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

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尌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

所以吉凶，卦爻好則吉，不好則凶，……此則聖人尌占處發明誨人之理。170 

伏羲之《易》因卜筮而作，有別於孔子《彖》、《象》諸傳的思想蘊義之增益，而文王、周

公所繫卦爻之辭，亦非原始伏羲卜筮之原本，但皆因循卜筮而言，雖後出有「發明誨人之

理」，卻仍就卜筮而發。朱熹在解釋乾卦卦辭「元亨，利貞」時，特別指出此四字為「文王

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

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

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171強調從文王所繫之筮義理解此一卦辭，即「筮得此

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但是「《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徳」，所以他「嘗疑如此等類，

皆是别立說以發明一意」。因此，他確立此一卦義，「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

方解作四徳。《易》只是尚占之書」，應以文王之義為本，孔子之說只是一方之義，非合於

卜筮之原義。其它各卦爻義的理解也是如此，不能將《十翼》之說，視為文王繫辭之原來

卜筮本義。 

林栗強調返古，返回自己所理解的漢代儒說之古，展現出的是除了在形式上乾卦卦爻

                                                 
168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十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第 18 冊，1986 年 3 月初版，
頁 791。 

169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一，頁 839。《朱文公易說》為朱鑑所編，為朱熹之嫡長孫。「朱子注《易》
之書，為目有五，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啟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
曰《蓍卦考悞》一卷，皆有成帙，其朋友論難與及門之辨説，則散見《語録》中，鑑彚而葺之，以成是編」。
朱鑑將朱熹與朋友及門人之易學辨說文獻，加以彚編而成此書，「全採語錄之文，以補《本義》之闕」。相
關之引文，參見朱鑑：《朱文公易說．提要》，頁 415。 

170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十八，頁 791。 

171
 見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一，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年 2 月 1 版 4 刷，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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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與其它傳辭分開外，其它各卦爻辭與《易傳》更為緊密的揉合，刻意將經與傳進行具體

的結合，釋義之傾向，亦本諸以傳解經之法。然而，朱熹卻與之不同。「朱子初作《易傳》

用王弼本，後作《易本義》，始用呂祖謙本」。172王弼注本盛行隋唐，朱子原作《易傳》即

採王本，而其《本義》則用東萊呂氏考訂之古本，不用王弼之本，在於認為「古《易》、《彖》、

《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173王弼定為合本，

成為後來難以移易之典範，而希望能夠回歸到鄭玄、王弼之前的《周易》原本，重返《周

易》原來面貌，固不可以王本為依據。在形式表現上，將《易經》與《易傳》（《十翼》）分

開，分判四聖作《易》的不同性，不可混為一說，也同時反對以傳解經的治《易》風尚。

朱熹在跋呂氏（祖謙，西元 1137-1181 年）《古周易》時，指出「熹嘗以謂《易經》本為卜

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而「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

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説」，「而《易》

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174《易》之本義，因學者習於便用傳義合經，

偏於一端，自陷侷限，失其原義，《易》道之全般面貌，無法粲然彰顯。因此，經與傳原本

就是不同的內涵，混合眾說，難返原義，從形式上進行分別，有助於理解經傳各自之本義。

朱熹執本於此，自然難與林栗形成共鳴，二者根本上認識，殊途未合，加上政治上的相牾，

更難以見其同歸一致。 

  林栗混同經傳，並列釋說，在論述卦爻辭義上，已與《易傳》之言密不可分，而且傳

統的儒家思想，更是其主體的義理所在。這種詮釋卦爻辭義的內容取向，與朱熹的方式判

然有別。 

 

3.否定卦變與朱熹相悖 

 

  朱熹肯定卦變的存在，認為早在《彖傳》之時已明確使用，「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

用」，「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175他略考卦變之法，「以《彖辭》考之，

説卦變者凡十九卦」。176同時他認為，「若如文王、孔子之説，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無

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177似乎意味著文王之繫辭，乃至孔子之

作傳，可得其卦變的活絡運用，無所不通。如此一來，以卦變釋說經傳辭義，自然也是合

理的。例如他解釋訟卦經傳辭義，《周易本義》指出「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

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藉卦變申明卦辭「有孚窒，惕中吉」之義。178

此外，《朱文公易說》亦錄其說，「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

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179藉由卦變之說，釋說卦辭與《彖傳》之義。事實上，

從《周易本義》或《朱文公易說》中，都可以看到諸多以卦變述義的例子。 

  朱熹的卦變觀，迥異於林栗的認識，林栗根本上否定虞翻、朱震此等說法，也自然無

                                                 
172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提要》，頁 415。 
173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二十，頁 819。 
174

 見朱熹：《晦庵集》，卷八十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四庫全書本第 1145 冊，1986 年 3 月初版，
頁 714。 

175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二十二，頁 844。 

176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一，頁 423。 

177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二，頁 450。 

178
 參見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一，頁 56。 

179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三，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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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接受朱熹的主張，認為這樣的卦變網絡，並非聖人所有，以之申言辭義，自然不合《周

易》本旨。至於林栗的六十四卦變化觀，更不能為朱熹所稱說，某卦變為某卦，部份無有

理據，無以成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化、規則化之變化體系，相對於朱熹本諸前人而不斷修定，

企求完整的體系，不可相提並論。由此六十四卦之變化觀，又可以看到二者之歧出，二人

卦變之議題，絕難以形成共鳴。 

 

4.太極生次為朱熹論斥焦點 

 

朱熹與林栗的交惡，易學認識上的不同，為重要的源頭。朱熹批評林栗論《易》之非，

主要是圍繞在太極生次的觀點上，《朱子語類》指出： 

林黄中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尌一卦言之，全

體為太極，内外為兩儀，内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

是「生」，却是「包」也。……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

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

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

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四

象，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濓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

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180 

朱熹無法接受林栗以一卦言太極生次的說法，反對六十四卦可以各自形成一個太極生次的

生卦取象的變化系統，認為這種以別卦為太極系統，內包兩儀、四象、八卦的觀點，並非

原始生次說的「生」，而是「包」。從「生」的立義言，太極生生運化，是一種決然積極的

由無而有的生發動能，太極生兩儀，再而生四象，再而生八卦，絕非太極未生就先有兩儀，

兩儀尚未生而就先有四象，四象尚未生已先有八卦。「包」與「生」判然有別，「『包』如人

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子在母外，恐不同也」。181朱熹認為林栗顛覆了傳統

的「生」成之認識，而是一種以太極包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的「包」的錯誤主

張，「與聖人所謂生者不同矣」。朱熹決然反對林栗此說，並且還認為這樣的說法恐為後人

所訿。朱熹認為林栗所論是未有太極就已先有兩儀、先有四象、先有八卦，是對太極生次

觀的錯誤扭曲。對於「生」與「包」的理解，林栗特別提出駁析，認為「惟其包之，是以

能生之，包與生，實一義爾」。182「包」涵蓋「生」，二者具有一致性的概念。 

在此太極生次下，衍生出另一個歧異的問題，即對「太極」的理解。「太極」本質意義

的紛歧，主要來自周敦頤（西元 1017-1073 年）的《太極圖》，周氏圖說大致以道教的《先

天太極圖》為藍本，並參照陳摶的《無極圖》，以及禪宗思想的影響，183成為一種新的易學

                                                 
180

 見黎靖德編，朱熹著：《朱子語類》，卷六十七，頁 1679。 
181

 見朱鑑：《朱文公易說》，卷一，頁 431。 
182

 相關引文與論述，參見滕珙：《經濟文衡》（前集），卷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第 704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6。 

183
 黃宗炎《圖學辨惑．太極圖說辨》云：「《太極圖》者，創于河上公，傳自陳圖南名為《无極圖》，乃方士
修鍊之術也。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其旁門岐路也。老莊以虛无為宗，无事為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
去致虛靜篤遠矣。周茂叔得之更為《太極圖說》，則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悟精薀。但綴說于圖，
合二途為一門，其病生矣。……茂叔得圖于方士，得偈于釋心，證于老。」（引自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編
印《大易類聚初集》，第 15 冊，影印《皇清經解續編》本，1983 年 10 月初版，頁 688。）明白指出周子之
《太極圖》，是儒、釋、老與仙道冒昧淆亂的結果。此外，《宋元學案．濂溪學案》、朱彝尊《曝書亭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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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內涵，視「無極」與「太極」為宇宙萬物的本源，建立一套不同於以往的創新宇宙論

體系，並對理學產生深刻的影響。「無極」、「太極」內涵之爭論，為宋代理學發展中的重要

議題，又尤其以朱熹與陸九淵（西元 1139-1192 年）之論辨為最。然而，這種爭辨早在林栗

與朱熹時已展開。 

朱熹站在其理學的觀點，以太極為「理」為「無」，認為邵雍所言「無極」，為無「形

器方體」的非物質化存在，所以無極是對太極為「理」為「無」為「無象」的表述。林栗

則指出「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朱熹）言《易》無太極」，並不符合聖人之意。184並

在《周易經傳集解》中，多次表達太極為一、太極為有，以「有」才能生「有」的主張，

即基於存有的氣化觀點下理解太極，這樣的說法自然不合朱熹的立論，卻是走在漢儒氣化

之說，乃至北宋張載的認識進路，氣化觀的延續。 

 

(十二)結論 

 

林栗政治與學術背景上的特殊性，尤其與朱熹的宦場衝突和學術論戰，遭受身後的種

種厚誣與以其人而廢其書的失允對待，實非學術所當宜，誠如郭造卿（西元 1532-1593 年）

＜奉葉龍潭邑侯論志畧＞中，提到「林栗之風節立論，《宋史》亦多之志，為其異于朱氏，

削其事而加詬病，何其不廣也。夫道大矣，何必同哉！蘇氏異于程朱，未聞蜀不齒之也」。
185肯定林栗的風行節氣，為其因立論異於朱熹，帶來委謫改事與橫加詬病而抱屈。宋代孔

子仲（西元?年）《珩璜新論》也提到林栗立身不愧君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

皆以冦讐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

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186學林多見黨同伐異之實，往往有

立說相悖或名利相異而彼此譭厲者，且以一事斷一人之是非，確實足以毀人一生之成就。

林栗或為當中的失勢者，而過苛的批判與對待，顯然有失公允。雖然林栗學承幽阻，但歷

代仍有甚多學者肯定其論，例如南宋馮椅（西元？年）《厚齋易學》廣引其說，元代丁易東

（西元？年）《易象義》亦多引其言以論卦象，其它如明代張獻翼（西元 1531-1601 年）《讀

易紀聞》、清代沈起元（西元?年）《周易孔義集說》、清代趙繼序（西元？年）《周易圖書質

疑》等諸論著，187也都肯定其易學成就，大量援引其說，以其陳言不失粹然真儒。 

朱熹肯定原始卜筮之書，歷經諸聖之說，其義理之性本於卜筮而推顯漸重，但有其各

自之差異，不可決然混為一談。然而，朱熹視《易》為卜筮之作，回歸本義，是否確為卜

筮之原義，仍有商榷可議之處；跳脫卜筮性格而擁抱義理，亦處處鑿痕。卜筮的原色與義

理的延伸，在時空演變的限制下，已難以廓清別析了；且歷代《易》作之所以有其價值，

                                                                                                                                                              
五十八），以及《二程遺書》游定夫記程子語等諸書中，皆記周子之圖學，是兼容此諸家之學而成的。 

184
 相關之論辨內容，參見滕珙：《經濟文衡》（前集），卷一，頁 6。又見朱鑑《朱文公易說》，朱栗質疑朱熹
云：「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見朱鑑：《朱
文公易說》，卷一，頁 431。）認為朱熹「無極」之說，與聖人之言相悖，造作「無極」，非聖言所有。 

185
 見郭造卿＜奉葉龍潭邑侯論志畧＞。見黃宗羲編：《明文海》，卷一百九十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55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127。 

186
 見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珩璜新論提要》，卷一二０，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11 月 1 版北京 8 刷，
頁 1037。 

187 參見南宋代馮椅《厚齋易學》廣引其說，元代丁易東《易象義》亦多引其言以論卦象，其它如明代張獻翼
《讀易紀聞》、清代沈起元《周易孔義集說》、清代趙繼序《周易圖書質疑》等諸論著。宋元以降，肯定其
說，援用以論釋其義者，歷記不殆，不予贅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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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以卜筮為勝，義理的顯發，才能使聖人經典更具意義。朱熹與林栗於此，存在著認識

上之殊異；朱熹判別諸聖之說，經傳分離，回歸卜筮之本義，而林栗包裹諸聖，錯綜卜筮

與義理，合經傳以顯精微《易》道。不論在《易》的性質內容或歷聖之用的觀念，二者立

場迥然不同，難有交集。朱熹認為經傳辭義的理解，必須分別看待，不可全然淆混錯置，

而抹殺了經傳的差異與諸聖的不同；最重要的是卜筮性格的原始本義，才是《易》義的實

然。這種經傳分判的認識，始終不是林栗所關注的概念，而經傳合論、以傳解經的形式或

內容乃至方法之運用，以及傳統孔門儒家聖傳《易》道的宗旨，才是林栗所重視的；一本

於儒門之說，為其釋《易》之精神意志所在，也是其捍衛傳統儒家思想的具體表現。這樣

的表現，從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大量徵引傳統儒家的代表人物與重要經典文獻，作為論

釋《易》義依據可以看出，其中如圍繞在孔子本人的方面，不論形式或次數，乃至實質的

內容，都可以視為典範中的典範。188其儒學釋義的本色，可以視為宋代易學的翹楚。 

  宋代王朝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的狀態，外有外族的侵奪欺凌，內有政治上的重大變故，

如哲宗的英年駕崩、宣仁太后垂簾聽政，又如靖康之難的奇耻大辱；朝中奸臣當道，亂政

賣國，陷害忠良，乃至新舊黨爭的政治對抗等等問題，政治的議題，君臣的關係，乃至君

子與小人在此時代中的突出對顯，成為時代憂患的重要課題。林栗為人清介狷直，忠於國

事，敢於疾諫，勇於行事，史載歷歷可見，189為時代所不可或缺的諍臣能士。林栗將其政事

之卓識，化諸於治《易》的詮解中，具體直陳儒學治道而有功；易學的政治觀，為儒學治

道與現實體驗的融攝之具現，洵有可觀焉。 

林栗否定歷代之卦變說，認為六十四卦的變化體系，為乾坤生六子的八經卦進一步重

為六十四卦，並以《序卦傳》的六十四卦變化序列為根本，認為六十四卦的聯結或演變關

係，建築在此傳統的卦序系統上。卦與卦變化關係之確立，目的在於取得可用的卦爻象，

或是聯繫前一卦的卦義，以釋說該卦之卦義。由六十四卦之既定卦序，前後兩卦形成由一

個卦變成另一個卦的變化關係，可以視為另類的卦變關係，其卦的變化方式，除了有取其

前卦之反卦而為後卦者，也有取其前卦部份爻位進行變動以成後卦的方式外，或取六爻皆

變者，林栗並沒有賦予其一定的變化規則，只是設定六十四卦序列的後一個卦由前一個卦

所變，某種程度確立了六十四卦前後的因果關係、直系的穩固體系。同時，林栗此說也強

化聖人建構六十四卦序列的內在機制與合理性意義。 

林栗以太極生次的觀點，作為運用卦象、形成可資使用的卦象之理論依據，結合互體

與覆卦方法的使用，使六十四卦每一個別卦皆含有八個單卦的卦象可資運用，確立一致性

的得卦取象之方法，作為釋說卦爻辭義的主要根據。林栗生次成卦的理解，主要根本陳摶、

邵雍而後出者。邵雍以「先天圖」為「太極之全體」，並指出「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之次」，是一種「母包子」的模式，190而朱熹卻以太極為本，漸次生兩儀、四象、八卦、

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的生成演化次序，即「母生子，子在母體之外」的模式，此

                                                 
188 林栗廣泛而具體的引用孔子之說，包括以「子曰」為稱，專指孔子之說者，不下 573 次；以「夫子」為名，

指稱孔子之言者，不下 129 次；直稱「孔子」之言者為 69 次；稱「仲尼」者 18 次；明言「論語」之說者
為 4 次。其他論及孔子同時期弟子之言行者，子路 12 次，顏淵 2 次，曾子 2 次，子貢 8 次，子夏 6 次，仲
弓 1 次。事實上，其未明言《論語》之文，而出自《論語》者，更是不計其數。以孔子為主體的傳統儒家
思想，為林栗《易》說的主要部份。 

189
 有關行誼事蹟，詳見脫脫等撰：《宋史．林栗列傳》，卷三百九十四，頁 12026-12032。 

190
 參見邵雍：《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卷十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03 冊，
1986 年 3 月初版，頁 1075-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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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二者歧異之處。由此觀之，頗能令人玩味，林栗的觀點，與邵雍之說似乎是相近的概

念，而朱熹嚴厲批判林栗之非，事實上反而是對邵雍的否定；嚴格而言，是朱熹對邵雍先

天之學某種程度的片面之錯誤理解，胡渭（西元 1633-1714 年）《易圖明辨》中也明白指出

林栗不失陳摶之意，也據邵雍之觀點，倘林栗有誤，陳摶、邵雍更是錯誤的源頭，但是朱

熹挾邵氏之學攻伐林栗，「其謬不已甚乎」！191
 

  林栗多元而繁富的卦象運用，肯定《周易》經傳義理之彰明，必即象以明之，無象無

以見其義，雖然申明義理可以見其善，但用象之隆重，亦為宋代《易》說的翹楚，也標示

著此一時期異軍突起在宋代易學發展中的特殊意義，為南宋前期繼朱震以來的象數大宗與

主流典範，本於用象方可通義的認識，尤其展現在卦象的方面，在易學發展上有其重要的

意義。 

林栗的卦象運用，掌握宇宙自然變化觀的哲學命題，並落實在卦象的推布運用上。一

個事物的存在，並非只是此一事物的獨立概念而已，必與其所處時空的環境與事物共成關

係網絡，此一事物的存在意義，絕非可以置外於其時空關係上。因此，一卦表徵某一時態，

一卦著其卦象，以反應此一時態的意義，卦象之形成，不以此一卦上下卦象為限，或是透

過互體所得之象，藉由律定的太極生次之方式取得更為擴展與規律化的關係網絡下之卦

象，乃至前後卦變化關係的可資運用之卦象。多元的用象之法，複雜的成象之類推比附，

成為必然之勢。藉由多元龐富的用象，抉摘合宜之象，闡發深邃隱微之大義，正是林栗用

象的重要哲學意義之所在。 

  林栗用象可推見之詰，尤其表現在多卦同取一象者，如離為日、為明、為光明之象，

而震為東方之位，為日起之位，故有「旦」象，同樣具有光明之象。林栗釋說觀 卦六四，

即指出「震為旦，有光明之象焉」192即是。又如牛象，「陰為牛」，牛屬地物，坤地為陰，

則坤與所屬陰卦，即巽、離、兌皆同類之卦，同有牛象。然而，林栗亦以艮卦同有牛象，

除了艮卦五行屬土之外，十二地支的配屬上，艮配丑，所以林栗指出，「艮在丑，亦為牛，

巽為繩，故有繫牛之象」。193艮丑為牛，合巽繩而有「繫牛」之象。又，「艮為丑，亦為牛，

艮又為少，故有童牛之象」，194同樣取艮牛之象，並合艮少之象為童牛。又如馬象，馬性剛

健，林栗以乾、震、坎、艮等陽卦皆有馬象，然於離卦，亦言其有馬象，如釋說睽 卦初

九爻義，指出「離為火，馬，火畜也，陽物也，是故九四之離，有馬象焉；以九居初，不

應於四，有喪馬勿逐之象」。195以九四離卦有馬象，與初九不相應，故初九有「喪馬勿逐」

之象。又如虎象，艮山為止，則艮有虎象，而林栗又不斷申明兌屬西方，同有虎象，如前

引履 卦之說如是，又釋革 卦九五爻義，亦云「虎，西方之獸，故兌為虎」。同時又指乾

卦亦有虎象，因為乾、兌二卦五行同屬於金，則金為虎獸，乾亦同屬。196因此，虎象之用，

艮、兌、乾三卦同是。又如金象，釋說鼎 卦上九爻義，指出鼎卦六爻，初爻為巽，二爻

為乾，三爻為兌，四爻為離，五爻為巽，上爻為離。以其六爻皆有金象，其乾為金，兌為

金，皆合五行配屬之一般理解，至於離火之象，「金伏而火見」，即離有伏金之象，至於巽

                                                 
191

 有關之內容，參見胡渭：《易圖明辨》，卷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4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740。 

192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頁 144。 

193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三，頁 173。 

194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三，頁 181。 

195
 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九，頁 260。 

196
 引文與有關論述，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五，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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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亦稱之為金，則不得其解。197類似之情形，不勝其數。聖人伸引觸類以取象，作八卦

以類萬物之情，八卦作為萬有存在的生生法象，其八種象類本是一種類比、推類的結果，

歷代《易》家根據個人之認知，推定某卦具有某象，而每個《易》家所持觀點不同，則一

物推為某卦，往往或有不同。如「狐」象，孟喜（?-?）、《子夏傳》、虞翻、《九家易》、王

肅（195-256）、干寶（?-336）等人皆以坎水隱伏陷穴，為狐之穴居，又以水性多變，合狐

之多疑本性，故以坎卦具「狐」象。但是，《九家說卦》卻又有以艮卦為「狐」象，以狐狼

皆黔喙之屬。198執其物性之不同，使二卦同有「狐」象。這種類推認定所形成的結果上之

不同，是可能存在的，但情形必不在多數，畢竟八卦作為八類象徵物，彼此屬性必然有明

顯的不同，不可能繁富的出現一物為二卦以上之象。林栗之用象，同象比例之高，模糊了

八卦或八種象類的差異性；八卦作為聯結建構判定吉凶休咎的占筮系統，其比類用象的思

維必將鬆動，類推的邏輯性意義必然消弱，用象的合理性與嚴整性也必遭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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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與有關論述，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五，頁 347。 
198

 「狐」象之用，參見惠棟《周易述》，卷十八（臺北：廣文書局影印皇清經解續編本，1981 年 8 月再版），
頁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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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於篇幅之繁富，僅列書籍，期刊論文不予收列，或未有不足者，特於此述明。日後成果出版將予完整分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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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成果之自評 
 

（一）研究內容結果與計畫相符情形 

 

本研究針對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全書進行其重要易學特色之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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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

研究細項上，作了進一步的擴充。主要從林栗生平學術概況進行瞭解，進而梳理其易學的

主體特色，包括以傳證經的詮釋進路、引述儒典的儒理釋《易》典範、強調君臣之道的政

治觀、君子與小人之辨、中道思想之開顯、以史證《易》的述義觀、太極生次的八卦取象

之法、六十四卦的相因與變化關係、八卦立象的自然之道、八卦用象之具體內容，以及與

朱熹易學觀歧異之商榷等方面進行闡述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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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之目標範疇如

下：  

1.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原典之校勘與句讀。 

2.林栗生平、學術背景與易學史觀之認識。 

3.以傳證經的詮義進路。 

4.儒理釋義的主體內容取向。 

5.援史入《易》的方法與內容。 

6.取象用象的繼承與創新。 

7.林栗易學之影響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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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結論如下： 

1.林栗政治與學術背景上的特殊性，尤其與朱熹的宦場衝突和學術論戰，遭受身後的種

種厚誣與以其人而廢其書的失允對待，實非學術所當宜。 

2.林栗剛直固執的個性，朝中同僚多有設防遠避，其負面之形象，也源於個性使然。

與朱熹之相牾，成為其一生中最嚴峻的衝擊，甚至也帶來身後論著存廢的威脅。 

3.林栗《周易經傳集解》大量徵引傳統儒家的代表人物與重要經典文獻，作為論釋《易》

義依據；不論形式或次數，乃至實質的內容，其儒學釋義的本色，可以視為宋代易學繼程

頤之後的翹楚。 

4.林栗將其政事之卓識，化諸於治《易》的詮解中，具體直陳儒學治道而有功；易學

的政治觀，為儒學治道與現實體驗的融攝之具現，洵有可觀焉。 

  5.林栗否定歷代之卦變說，以《序卦傳》的六十四卦變化序列為根本，確立六十四卦

前後的因果關係、直系的穩固體系。同時，強化聖人建構六十四卦序列的內在機制與合理

性意義。 

6.林栗以太極生次的觀點，使六十四卦每一個別卦皆含有八個單卦的卦象可資運用，

確立一致性的得卦取象之方法，作為釋說卦爻辭義的主要根據。 

  7.林栗生次成卦的理解，主要根本陳摶、邵雍而後出者。朱熹嚴厲批判林栗之非，事

實上反而是對邵雍的否定。 

8.多元而繁富的卦象運用，肯定《周易》經傳義理之彰明，必即象以明之，無象無以

見其義。用象之隆重，標示此一時期異軍突起在宋代易學發展中的特殊意義，為南宋前期

繼朱震以來的象數大宗與主流典範，本於用象方可通義的認識，尤其展現在卦象的方面，

在易學發展上有其重要的意義。 

  9.卦象的運用，掌握宇宙自然變化觀的哲學命題，並落實在卦象的推布運用上。一卦

表徵某一時態，一卦著其卦象，以反應此一時態的意義，卦象之形成，不以此一卦上下卦

象為限，藉由律定的太極生次之方式取得更為擴展與規律化的關係網絡下之卦象，乃至前

後卦變化關係的可資運用之卦象。多元龐富的用象，抉摘合宜之象，闡發深邃隱微之大義，

正是林栗用象的重要哲學意義之所在。  

  10.八卦之用象，同象比例之高，模糊了八卦或八種象類的差異性；八卦作為聯結建構

判定吉凶休咎的占筮系統，其比類用象的思維必將鬆動，類推的邏輯性意義必然消弱，用

象的合理性與嚴整性也必遭受質疑。 

 

（三）對學術研究與應用方面之貢獻 
 

  過去學者研究宋代易學，林栗始終不被關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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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對林栗易學特色的研究，可以彌補有關研究與對其

學說主張的認識上之不足，特別是對於南宋易學發展脈絡中，他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於

研究中可以得到具體的確認。不論是《宋史》的記載，乃至歷代對他的評價，與朱熹的衝

突往往成為給予他負面觀感的重要成因；與朱熹之齟齬，不可以其人而廢其書，掩其論著

之價值。不論從其《易》著成就、內容價值、與朱熹爭辨的易學主張，乃至整體的易學定

位，林栗不應被忽略，應該給予公允的對待。因此，以林栗易學之主體特色作為研究的主

題，當有其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可以提供學術界對於宋代易學的更多認識與參照，尤其

林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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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研究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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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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的演變，科技文明的定勢與過度偏重，人文應可提供人們生存發展的依止點

與在困境中尋求突破，而文學與思想的領域，正足以表彰其可能性與可貴性。同時，經學

作為傳統的產物，也正面對當前主客觀環境的衝擊，特別是當代文學乃至臺灣文學異軍突

起後，短期間內也正面對著賡續式微的挑戰；「《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易》作

為群經之首，包羅眾義，道蘊淵深，窮極天地變化之理，而歸本於人事，實為不刊之鴻教，

成智立德之聖典，它或許可以不只是一種儒學尊寵下的美幻價值，仍然有可以開啟我們無

限智慧的可能性。以林栗易學作為研究對象，也期望能夠對傳統經學與易學注入一些血脈，

匯聚更多的力量，喚起一個對「傳統」省思的面向。同時，透過對林栗易學研究，除了將

成果綜合出版為研究之專著外，也本於初衷，期許能夠為其文本的句讀、章句與疏解而努

力，為傳統原典的普遍化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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