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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東坡易傳》與程朱易學之理論特色對比

這一章從總體上意在作比較研究，正如第二章最後所說，一般認為洛學對

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下深層次的社會意識型態和思想指導上，經過

長期積澱，深入人心，潛意識地發生著持久而又深刻地作用；而蜀學對中國思

想、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下大眾化的文學層面的熏陶和習染上，容易被一般民

眾所接受，發揮較廣泛的社會影響。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刻板印象，這一章

討論將蘇軾的觀點與宋代以理學詮釋易學的大家對比，包括同時代的程頤以及

南宋的朱熹，對分歧處作交互評論，藉以突出兩方面的易學詮釋特色。程頤對

《伊川易傳》平生用力最勤，且完成於編管四川涪州時，這本書不僅在易學史，

而且在宋明理學史和中國哲學史上均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所以第一節將擬《伊

川易傳》與《東坡易傳》進行對比，包括道、性與氣、禮，以及天人關係、兩

家對佛老的關係等。第二節擬以朱熹的《雜學辨》作為他對批評《東坡易傳》

的原典分析。因為這些思想家的闡述對他們同時代的乃至後人均有很強的說服

力，所以這些差異處尤其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

第一節 蘇學與伊川易學的關係

程頤認為，古《易》在流傳的過程中，由於未經聖人製作，所以《易》道

不明。後來孔子讚《易》，將聖人之道注入《易》中，才使《易》道明白起來。

他說：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未讚《易》時

言也。更加我數年，至五十，以學《易》道，無大過矣。古之傳《易》，

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

明矣。云學，云大過，皆謙辭。268

《易》道明於孔子讚《易》之後，經聖人之手，《易》成為儒家經典。由

於程頤把《周易》視為載道之書，聖人之道備於《易》中，所以他處處以義理

思想訓解《周易》，企圖從中尋求思想理論的依據。他認為《易》與《詩》、

《書》等經典一樣，作為載道之經，聖人之道備於其中。「《易》言聖人之道

268《二程集》，《經說》卷六，《論語解．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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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矣。」269程頤把《易》視為體現聖人之道的經典，聖人作《易》，是為了明

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即天理等同。由「《易》之義，天地之道也」為始，

以義理解《易》，這是程頤易學的突出特點，程頤以義理說《易》，闡發《周

易》中的義理，批評違背儒家義理的易學流派，從而確立了宋易的義理學派，

這對易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其治《易》的目的是為了明理，把《易》書中蘊藏著的理挖掘出來，不僅

是其哲學的最高範疇，也是其易學的最高範疇。他說：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

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

《易》，方始看得《繫辭》。270

他說如果不是以明義理為目的，則不可治《易》。指出治《易》必須以「識

義理」為目的，只有明確了以識義理為目的，才能治《易》。不論是由經識理，

還是以理讀經，都必須貫徹義理思想的指導，否則便是「泥為講師」而不知道。

程頤以理解《易》，企圖以《易經》中尋求義理。在他看來，易道廣大，

存在於《易》書之中，而要求得道，就應把它看作一部義理之書，以義理的觀

點出發，才能從中找到治天下的道理。他說：「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

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271《易序》由於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它又存

在於《易》書中，所以必須通過《易》書去探究性命之理、濟世之道。程頤指

書：「書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

示開物成務之道也。」272認為義理隱藏於《易》書之中，只有盡天理，才能明

易道。然而又不能把《易》僅看作是一部書；它雖然是一部書，但它又體現了

道，所以應以義理求之。從而通過解說《周易》，使其《伊川易傳》成為一部

重要的理學著作。二程指出：「易是個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

不要將易又是一個事，即事盡天理，便是易也。」273認為《易》既為一部書，

又不僅僅是一部書，《易》是書與道的統一，只要即事盡天理，便體現了易的

269《二程集》，《外書》卷九。
270《二程集》，《遺書》卷十五。
271 （宋）朱熹，《周易本義‧序》。
272《二程集》，《易傳序》。
273《二程集》，《遺書》卷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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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反映出以天理說《易》的易學特點。

程頤不僅在指導思想上以理解《易》，而且在具體解卦時也以義理說卦。

他解《無妄卦》的卦名便是如此。他說：「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

也。……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274並指出：「無妄者，理之正也。

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275明確把無妄解釋為理之

正、天之道，以天理的至誠無妄來說明天理的自然無為，無人為邪心的性質。

這是其以義理解《易》的具體體現。

程頤注重探討義理，以理解《易》，同時對漢易象數之學提出批評。他認

為漢學家說《易》，論象數而不及義理，以至「失意而傳言」，使《易》道千

年不傳。他說：「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276指出漢儒只講象數言辭而失其意，沒有把《易》

書中的聖人之道傳下來。並對象數學捨本逐末，流入術家表示反對。認為象數

學派「必欲窮象之隱徵，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

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277管輅是三國魏人，郭璞是東晉人，兩人都是

術土，通卜筮之術。程頤把象數之學歸於術家所尚，以此與儒者嚴格區別開來。

表明宋易義理之學與漢易象數之學的對立。從批評象數之學出發，程頤肯定和

倡導易學中的義理之學，要求學者治《易》，只看義理學派的文字。他說：「若

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定文字，令通貫，余

人《易》說，無取理費勁。」278

二程以義理解《易》，企圖從中尋求經書中的道，程頤說：「若欲治《易》，

先尋經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279程頤在百餘家《易》說之中，

推崇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易說，是因為這三家都屬於宋易之義理學派，魏

王弼解《易》，獨宗義理，一掃術數，更是開易學義理派之先河，使《周易》

由占筮之書變為哲理書，對易學發展影響很大。由此可見其對漢易之象數學均

持排斥態度，在「經所以載道」和以義理說經的經學基本綱領指導下，二程通

274《二程集》，《易傳》卷二，《無妄卦》。
275《二程集》，《易傳》卷二，《無妄卦》。
276《二程集》，《易傳序》。
277《二程集》，《文集》卷九，《答張閎中書》。
278《二程集》《與金堂謝君書》。
279《二程集》，《文集》卷九，《與金堂謝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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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對《周易》的研究，並結合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提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易學

思想，這也反應了二程提倡宋學義理，反對漢學考據的意向性。

對程頤要求學者只看三家文字，張栻有所評論。

陳直齋日：王晦叔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

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三家於象數掃

除略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宋元學案‧安定學案）

張南軒認為，程頤之所以令學者看三家易說，是因為這三家不論「互體」，

而與漢易相互區別。陳振孫則加以補充，指出不僅是這三家易說不論「互體」，

而且三家對象數之學掃除略盡。王弼尚玄學，其義理之中雜有老莊思想。宋初

胡瑗，作《周易口義》，推闡義理，其後傳程頤。王安石著有《易解》，也屬

於宋易中的義理學派。這也揭示了程頤以義理之學反對象數之學的立場。程頤

積極倡導宋易之義理學與是與他批評漢易之象數學更是表露無遺。

但基本上，程頤對王弼以老莊解《易》持批評態度。他說：「王弼注《易》，

元不見道，但卻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280正因為王弼以老、莊思想解《易》，

所以程頤指責其「不見道」，即未見孔子之道，對孔子讚《易》時所闡明的天

地之道未能掌握。這表明程頤所理解的道與王弼易說的指導思想──「老莊之

意」是完全不同的。在易學的傳授繫統中，程頤認為，自孔子之後，易道失傳，

不僅先儒不知其意，未盡其道，而且王弼等也只是以老莊解《易》，未得其道。

所以他下工夫作《易傳》，企圖明易道於孔子千年之後。他說：

自孔子讚《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

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

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盡有可商量，書則未欲

出之也。281

程頤批評王弼以老莊解《易》，表明他與周敦頤以圖解《易》，流於道教

的治《易》路數也不相同，他指出孔子後的漢儒以象數說《易》，固不待言，

二程兄弟均未直接提過從師於周敦頤，並且在要求學者須讀的易說文字中，也

280《二程集》，《遺書》卷一。
281《二程集》，《外書》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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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周敦頤的易說，程頤不講太極圖式，對尋流逐末，流於道教、術家的象

數學如郭璞之徒的批判，雖王弼和東晉玄學家韓康伯以義理解《易》，但只是

以老莊的義理來解《易》，仍與孔道不同。為了使聖人之道重新明於後世，程

頤力倡新儒學的易學義理之說，以排除老莊義理對易學的影響，這在易學發展

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節 對比《伊川易傳》所顯之特色

易學思想是二程經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哲學、理學思想具有十分

緊密的聯繫，二程的學術思想不少是通過對《周易》的闡釋而展開的。由前述

可知蜀學、洛學、關學與新學等已經跟前代經學相互區別，與具有講究宋學義

理，反對漢代考據注述的特色，這是宋學內部各派的共同點。就洛學、關學、

蜀學當時政治的互動而言，三者與新學形成對立。洛學的易學主要體現在程頤

所著的《伊川易傳》，也散見於程頤其他著述和言論。而洛學的易學思想主要

是指程頤的易學，當然也包括程顥的某些易學觀點。

洛學與蜀學互相批判，就對待佛教的態度而言，洛學與關學都持公開激烈

的排佛態度，而與蜀學的公開納佛形成對照。從張載、二程到朱熹，絕大多數

宋代理學家都嚴厲批判了佛教，這體現了理學家維護義理的基本立場，而與蘇

氏蜀學肯定佛學的看法282，迥然有異。

一、由「宇宙觀」對比析之

二程對易學高度重視，程頤認為《易》是載道之書，天地之道便包含在《易》

之中。程頤說：「聖人作《易》，以准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
283所謂天地之道，即天理。伊川認為其既表示天地萬物的普遍規律，同時也是

人倫原則。程頤把《易》之義等同於天地之道，指出：「《易》之義，與天地

之道相似，故無差違，相似，謂同也。」284他將《周易》納入儒家聖人之道的

傳授繫統之中，天地之道是《周易》所體現的內容和易學研究的對象。

二學在闡釋「道」時都吸取了《周易》和道家思想，伊川與東坡同樣都認

282 蘇轍，巒城後集卷十，梁武帝。「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牾矣。 二者皆
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
283《二程集》，《經說》卷一，《易說．繫辭》。
284《二程集》，《經說》卷一，《易說．繫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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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道無形」。洛學謂，「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而蘇學則稱「道者，

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

就道生萬物這個觀點來看，洛學認為「道則自然生萬物」；蘇學同樣也稱

「道者，萬物之母」、「萬物以道為宗」。另外洛學強調「：道之外無物，物

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這是「道一」的概念，表示道物一體：

同樣蘇學也認為，「道不二，德不孤」、「道之於物，無所不在。」可見，二

學都以「道」為最高的哲學範疇。當然，洛學論「道」，是與「理」或「天理」

基本相通的，它們並為其哲學最高範疇。蘇學則很少談及「理」或「天理」，

並不以此為最高哲學範疇，就陰陽對道的關係來看：

東坡注〈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語：

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

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喩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若夫水之未

生，陰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卷

七）

東坡之「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是意謂陰陽之「所以然」為道，陰陽

之「氣」則為道所派生。這跟伊川在《遺書三》中對 <繫辭> 的「一陰一陽之

謂道」的解釋不同，伊川注：「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

道也。如一闔一辟謂之變。」意謂道只是陰陽之所以然之理，因此在這個意義

下，道與陰陽不同。《遺書十五》中進一步說：「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

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這裡，一方面從圓融的角度說兩者相即不離，另一方面又從分別的角度以形上

和形下把兩者區分開來。而蘇軾卻是主張道器一體，強調宇宙萬象皆出於一，

本於一，這是「道器體用」的主張。

但二學在「道」是否具有善惡一類的倫理屬性上卻針鋒相對。洛學認為「道」

為善，「道」即人倫五常，「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

智信以名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為道也。」蘇學不認為「道」

具有倫理屬性，善和五常只是「道」所派生的，「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

非去非來，非善非惡」，「夫仁智，聖人之所為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

為道則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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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性、情」之分析

程頤繼承了張載性二重論，將性區分為天地之性（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

（衍生之性），蘇學認為孟子性善說以及荀子、揚雄、韓愈言性都是「未知乎

所謂性者，而夫以才者言之」，但「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天下之言性者，

皆雜乎性而混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並特別指出：「孟子之於性，蓋

見其繼者而己。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見及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

為性。」可見，蘇學認為孟子不是在論性，而是在論性之效，即「才」，是將

才雜乎性而混言之，因而必須抽出「才」的成分，即善惡的論理屬性。蘇學的

修正在否定孟子性善論，而企圖復還孔子之說，認為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

是「未嘗斷其善惡」，是真正在言性。

雖然，二學在人性論上都注意到「性」與「氣」（「才」）相近而不同的

關係，都對孟子性善論提出了修正，但修正點卻相去甚遠。伊川在《遺書二十

二上》中說：「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

在《遺書十八》中亦說：「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

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

堯舜至於塗人，一也。」由這兩段引文，清楚地說出性就是理，兩者俱是善的。

在人性論可以說二學的出發點不一致，洛學的二重論認為性有善惡，而蘇學則

認為「性之不能有以夫善惡」，一旦言善或言惡，則是論才而非論性。在人的

性情關係上，二學派都認為情自性出，情生緣自性動，但對性情關係的本質認

識卻有巨大差異。

洛學認為，「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蘇學也認為，「情，性之動也。」

但洛學不但認為性與情有嚴格區別，而且認為性純善，情則雜善惡。二程說：

「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其（人）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俱

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

曰喜努哀樂愛惡欲。」表面上反對性善情惡論，「或問：性善而情不善乎？子

曰：情者，情之動也，要歸之正而已，亦何得以不善名之？」認為情處於流動

狀態，未得其正，未得其靜，則是善惡、正邪混雜，必須通過約其情、順其情、

性其情，使之歸正、趨靜而至於性。程頤說：「情既熾而益蕩，其情鑿矣。是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又說；「至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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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

也。」可見，洛學性情說的實質還是性善情惡論。

依伊川的意思，進一步分解地說，性只是理，而性、理與情、才、氣等對

立，所以，伊川屢言性、情之辨，性、才之辨及理、氣之辨。在伊川的語錄及

著作中，言性、情之辨最多，謂：「是故學者約其心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

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別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

性。」（《二程文集》卷七）依此，性與情是心之不同狀態，前者如理而後者不

如理，因此，所謂「性其情」亦即以心使情循理而動，此說實有類張橫渠的「心

統性情」之說。

蘇學則認為性情一體，無有善惡。蘇軾說：「情者，性之動也。溯而上至

於命，沿而下至於情，無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為

則謂之情耳。命之於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認

為情是性的多種合理表現形式，與情一樣，本無有什麼善惡可言。性、命、情

三者，分言為三，合則為一，「無非性者」，對情予以堅決肯定。同時洛學與

蜀學二派都認為禮本人情，禮隨時變，但各自的側重點並不一樣。

三、由「禮」之對比作分析

洛學與蜀學二學派，在論述禮與人情關係上則側重點洛學與蜀學二學派並

不一樣。黃勇教授在從〈中西比較哲學視野看二程的政治哲學〉，著手討論二程

對于「禮」的三方面理解。第一，禮是作為人外在的行為規則。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遵循禮建立在人有恥辱感的基礎上，對

無恥之人沒有作用。可見，禮並不是純粹的外在規範，儒家實際上把禮作為道

德修養的手段。將禮內化，行為達到自覺，真誠地遵循禮行事，就會感到快樂

和福祉。另外，守禮不是難不可及的，孔子在《論語》中說過︰「唯上知與下

愚不移。」 程頤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並非上知和下愚的現實情況不可改變，而

是成為上知和下愚的禮不可變，即努力學習，就可以從下愚變為上知。第二，

禮是人的內在情感。二程認為，聖人因情而制禮，根據人的自然情感制定禮，

禮不是壓制人的自然本性的強制性規則，不是外在的。「禮之本,出於民之情,

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器來源于本，情

的發揮需要禮的調節以達到「中」的自然狀態。第三，禮是形而上學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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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性的一部分。儒家把仁義禮智信規定為人性，禮因而是人性的一部分。285

二程重禮，自不待言。他們還認為：「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

之耳。」又說：「禮，熟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

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甚至洛學將禮上升為道的高度，「禮，亦理也。」

在實際生活中往往從道義而非人情角度看禮，導致拘於禮，以維護所謂道義；

或以古非今，以合於道義，因而往往顯得不合人情。這在元祐時期，程頤入朝

為經筵進說時，始終要搞「殿講」「坐講」一事上便可清楚地看到。蘇氏也重

禮，認為「（禮者）各正其分，不可亂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使尊者習為

尊，卑者習為卑」，又說：「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

形孝弟而顯仁義也。」 但同時蘇學則認為：「禮者，器也。」禮並非道，而是

達道之器，處在既定又無定的狀態，偏於從人情否角度言禮。蘇氏極重人情，

認為：「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皆出於人情。」「夫‘六經’之道，惟其

近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正是從人情安否角度出發，蘇氏認為禮既為定

又為無定，從定上講，「禮變於不得已」，反對隨便更改：從無定上講，禮須

隨時損益，不可以古非今。蘇氏更認為禮本人情，禮須隨時，「夫禮之初緣諸

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為禮也，則是禮

未始有定論也。」「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反對「牽於歸學，

不達時變」的作法。

四、由「義利」觀之對比作分析

另外義利觀是中國古代哲學中一個重大問題，「義」主要為倫理準則之意、

「利」主要指物質利益，利之中又有公利私利之分，私利之中又有滿足人生需

要的正當利益與損人利己非正當利益之別。儒家義利觀多呈重義輕利之傾向，

而《周易》則有「利者義之和」與「利物足以和義」之說，表現出義利兼重之

特色。蘇洵曾就此寫了一篇《利者義之和論》，把義分為徒義和利義，即完全不

講利的義與包含利在內的義兩種。認為「雖文武王亦不能以走義加天下……君

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286主張「義利利義相為用」，甚至提出「利

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的觀點，把物質利益看作生死存亡的道德盼準，在古

285 黃勇〈從中西比較哲學視野看二程的政治哲學〉網路資料，新聞來源：中國現代思想
文化研究所 http://www.skc.ecnu.edu.cn/Get/news/XSJLnews/20060623162642.html
286《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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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義利觀中真正可謂千古絶響。

《易‧乾‧文言》「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理；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

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唐人孔穎達在《周易本義》：「利者，義之和」的注疏是︰「言天能利益庶

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又說︰「『利物足以和義』者，言君子利益萬物，

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義，法天之利也。」東坡注：「禮非亨，則偏滯而

不合；利非義，則慘洌而不和。」

由蘇軾說法來看，可說其承繼了父蘇洵的義利觀，強調了物質利益的重要，

對儒家傳統的重義輕利觀，如果將此與程頤解說的同處作一對比，這一挑戰的

意義便不難發現。《伊川程傳》卷一中程頤的解說是：「利者和合於義也」，「和

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程頤《易傳》︰「利者，萬物之遂。這裡的『利』，是指順和物性，各宜其

利。這樣的說法一直被承續，如"利，義之和也。」《左傳‧襄公九年》其實，「利

物之用」的說法在很早的文獻《尚書》中就有︰「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尚書‧大禹謨》這同樣為後世延續，如「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左傳‧文公七年》不過，在《易》中，「利」主要還是講利益，如「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易‧繫辭上》"以

利天下」《易‧繫辭下》。這種"天下之利"自然是"公利"，然而，再細分，又可

分為"利國"與"利民"的不同。《左傳》是儒家重要經典，其記載"邾文公卜遷于繹。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國君以利民為利」，是倍受推崇的，這也是儒家學

派的主要觀點。但與此相對，也出現了主張專利的論點，如「以安社稷利國家

者，則專之可也。」（《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苟利國家，不求富貴」（《禮記‧

儒行》）

回到蘇軾跟程頤，我們可以看到蘇軾的解說義即離開了利，義就慘冽不和，

側重點在利，程頤的傳解是只有符合義才能有利於物，主導面在義。對於程頤

的這種解說，就連朱熹也認為「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得他說得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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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喚做‘利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287當朱熹同時承認「和」字，也有

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288並

在《周易本義》卷一中作出了「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

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使物各得所利，則義無不和」的解釋。

應該說，朱熹此處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程頤的偏謬，確是比較接近蘇

軾的見解。

重視利，即重視物質利益，也就必然重視物質財富。《易》繫辭下：「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孔穎達疏：「言聖人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

之辭，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為非僻之事，勿使行惡，是謂之義。義，宜也，言

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東坡注「理財正辭」時說：「位之存亡寄於民，民之死

生寄於財，故奪民財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賊其位者也。」289並進一步

引伸道：「上有悔於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誅之不止，其禍皆出於財。

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財之出入有道，而民之為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為非，

則上之用財也約矣。又安以多取為哉！」290蘇軾關於物質財富的論述，儘管側

重於其出入之道而未涉入及生財之道，但他對物質財富的重視，關於物質財富

關係到國之存亡的見解，不能不說是可貴的。

蘇東坡重利重財的目的，讓人物各得其所，各安其所。《乾‧文言》「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291東坡注：「至於此則無為而物自安矣。」292朱熹在其《雜學

辯》中，於此亦曰：「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對蘇軾此說表示

認同。蘇軾還說：「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則雖欲愛之不能也。」
293不難看出，蘇東坡重視的利，並非一己之私利，而是民眾之公利，天下之公

利，同時也是百姓們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權力。

五、小結

從前面分析可知，洛學不但以道為最高的哲學範疇，而且認為道、性、理

287《朱子語類》第六十八。
288《朱子語類》第六十八。
289《東坡易傳》卷九〈繫辭下〉。
290《東坡易傳》卷九〈繫辭下〉。
291 有的版本為「道出庶物，萬國鹹寧」，在此以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的《東坡易傳》作為依據版本。
292《東坡易傳》卷一。
293一二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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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有倫理和道德色彩。蘇學則認為道、性等不具有倫理道德規範，認為它們

與人倫五常有嚴格區別，不可雜乎混言。這實際上反映了二學在本體論與倫理

觀的結構上有著截然不同的體系，這是他們天人關係說不同。

洛學主張天人一體，認為：「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這個「天」實際

上是通過「道」來體現。在洛學看來，「道」（或「理」）既是種子，又是芽

苗；既無所不統。又無所不在；既是宇宙本體的核心，又是人倫道德的至上。

由此出發，它以「道」為軸心，將與「道」相關的諸多範疇有機地調和在一起：

道與器，「器亦道，道亦器。」道與性，「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

便不是。」道與心，「心與道，渾然一也。」道與理，「散之在理，則有萬殊；

統之在道，則無二致。」「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而

一理與萬理也是統一的，「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因此道與現實際上是相通

的。又由此出發，認為：「理與心一」，「性即現也，所調理，性是也。」「心、

性、天，只是一理。」又說：「性即氣，氣即性。」正由於洛學將天、道、理、

性、心、氣等有機整合，所以在將它們與倫理規範相結合，是由整體來討論，

莫不具有善惡一類的倫理屬性，從而賦予儒家倫理以宇宙本體的形上根據，本

體論與倫理觀結構謹嚴，渾然一體，不可分離。所調「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

道，天道自是天運？」正是這一學說最明白的概括，是對先輩天人合一說的繼

承和發展。

蘇學在天人關係上極具特色，自成一派。它否認道、性的倫理屬性，認為

本體論與倫理觀有嚴格區別，反對從宇宙本體抽出善惡一類的倫理屬性。當然，

它也認為本體論與倫理觀是相互聯繫的，其本質是統一的。如前述性情關係，

即主張性情一體，情自性出；又如它在道器關係上，雖不直言「器亦道，道亦

器。」，但也說：「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

特別是通過它對道與禮法關係而看得更為清楚。如前述，蘇氏主張將道與禮法

結合而施行於世，主張「由禮達道」，反對捨禮樂政刑而獨行其道的佛、老作

風。這是基於如下認識：道本身雖不具備仁義禮智等道德屬性，但它無所不在，

它存在於仁義禮智、君臣上下之中。蘇軾說：「仁義之道，起於夫婦兄弟相愛

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異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

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所謂「相愛」、

「相忌」，實際上屬於人情，所以他又說：「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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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情。」可見，蘇學本體論與倫理觀的聯繫是以人情的從隨和禮法的遵循為

紐帶。人情、禮法和道是有機的統一，但有一定層次，不是無間斷的，本體論

和倫理觀結構較伊川為鬆散，二學在本體論與倫理觀的結構體系上區別明顯。

洛學將本體論與倫理觀自然融會一體，認為其道、性不僅僅是本體的概念，

更是人倫五常，是實實在在的，而且也是可言可行可求的。「道之大本如何求？

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行樂處便是。」又說：「道之浩浩，

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所謂行樂、立誠、敬，實際上就是涵養、持養的工夫。洛學十分強調這一點，

朱熹曾說：「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而「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

蘇學本體論與倫理觀有嚴格區剮，認為道、性只是本體概念。不含有倫理

內容。因而往往被視為抽象的、難言難知難求的。「夫道不可言，可言皆似也。」

「（道）難知」、「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類似語言在

三蘇論著裏還不少。既然道、性無所謂善，難言又難知，認為情是性的合理表

達形式，那當然就用不著要求人立誠之類的涵養、持已等工夫了，只要通過人

情的從隨和禮法的遵循，自然便可達道。所以與治學相比，蘇學對於涵養的工

夫的論述是相對欠缺的。

作為兩大學術體系，洛學和蘇學的關係相當複雜，這裡只是述其大概。它

們顯然自成一派。在基本治學原則、學術主體、主要哲學思想等方面確實有一

定相同相通的地方——這決定了當時和後來都有學者將二學同視為理學或道

學；但在對佛老「異端」的態度、哲學結構、學風道統等方面則存在很大區別：

有的甚至不可調和——這決定了二者分屬不同流派，很容易形成較大和較長期

的紛爭。

第三節 蜀學與洛學對佛老的態度

二學在對佛、老二氏的輕重上也有區別。洛學和蘇學都深受佛教、道家和

道教的影響，其學術都以儒學為主體，兼融釋、道、是三教結合的產物，洛學

以儒為主，無可爭辨。洛學輕視老莊之學「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

得比他佛！」294蘇學則比較重視老莊之學，並不認為它比佛學低劣，而是互為

294《二程語錄》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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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的，所謂「老子書與佛法大類」。朱熹認為蘇氏「早拾蘇（秦）、張（儀）

之餘緒，晚醉佛、老之糟粕」，將蘇學斥為「學儒之失」、「流於異端」的「雜

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六。《道德經解》也稱：「蘇氏之學，本出於

二氏（指佛老）之間。」。

在蘇氏的時代，儒學復興運動屬於主流，「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士

之言學者，皆曰孔孟」。蘇氏治學也如此。時人呂惠卿曾問曾旻：「軾學何人？」

旻曰：「學孟子。」主考官梅堯臣也認為蘇軾「有孟軻之遺風」。蘇轍更自附

於孟子，他說：「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

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明確表示自

己的學問源自孟子。他在《題老子（道德經）後》曾記：他適居筠州時，與一

僧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且以《中庸》所言為

根據。其學以儒為主，無可置疑。

程頤從義理學派的立場出發，對王弼盡黜象數，以義理解《易》持讚賞態

度，並教人讀王弼的《周易注》，但卻反對王弼以老莊的思想來解釋易理。蘇

軾對莊子還特別欣賞，曾說：「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

吾心矣。」295甚至認為莊子於孔子是「陽擠而陰助」。並撰有《莊子解。莊成

子解》。而蘇轍更著《老子解》（即《道德經解》），援儒、佛思想注釋《老

子》。《東坡易傳》不少地方也直襲老莊之語。也就是說，雖然王弼和程頤同

屬易學中的義理學派，但程頤倡導的義理與王弼主張的義理卻有不同。程頤倡

導的義理是儒學的義理，而王弼主張的義理則是老莊、玄學的義理。就其共同

反對漢易象與洛學比較，蜀學是更多地接受佛學的影響，並公開地宣揚佛學，

蜀學學人以談禪相尚，並撰作了大量佛教的文章。二學在建立以儒學為主體的

學術體系時，都大量吸收了佛、老的思想資料。正惟如此，它們在對佛、老的

態度上也頗有一致之處，都認為儒學與佛、老之道有許多吻數之學而言，雙方

的易學同屬於義理學派，具有相似性；就其各自主張的義理不同而言，雙方的

易學又具有差異性，各自代表不同的義理學派。

合處，在排斥佛、老時都主要是攻其「跡」而不攻其「道」。當然，它們

的區別也十分明顯，如在敢不敢學佛、老之道，佛、老有無存在必要，攻佛、

295 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謂：「（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
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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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什麼「跡」以及對佛、老二氏之輕重等看法上存在較大出入。

洛學一方面認佛祖「當敬」、儒佛同處多。但要而言之，則是詆誹的態度。

其攻佛集中在以下兩點：第一、佛者不曉世事。「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生命

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者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並以「釋子不知

條貫」而加以奚落。第二，佛者歸於自私。「百家諸子個個談仁談義，只有他

（佛）歸宿處不是，只是個自私。」「釋氏之學……卒歸乎自私自利的規模。」

這二者實際上都是佛教之跡。

程氏又說：從「跡」上看，「佛逃父出家，便絕大倫」，「所謂跡者，果

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佛）跡耳：其道，則吾不知也。」明確表示自己

攻跡不攻道。正如此，所以竟有「叔（伊川）不排釋老」的記載。蘇學也認為

「老、佛之道與吾道同」，「皆《易》所謂形而上者」當然這一見解是有問題

的，但又認為佛、老無「禮法」，不可「以之治世」。蘇軾在政治上有時還十

分激烈，甚至指佛徒為「外道魔人」，說他們「治其荒唐之說」，自稱「吾之

於僧，慢誨不信」，不過，這卻是針對「今何其棄家毀服毛髮者之多也」的社

會現實。這些都是攻佛、老出身出世而無禮法這個「跡」，與洛學第一點是一

致的。但蘇學不攻佛、老「自私」，這是二學在攻「跡」上的區別。當然，蘇

軾一生對佛教都不及程頤等人那樣偏執，每當官場失意，特別是晚年遠貶，則

呈嗜佛狀態，甚至自稱「佛子」。不過，這與古代無數士大夫一樣，多少偏於

一種心態。究其本意而言，對佛教無禮法是持反對態度的。

洛學批佛者自私，當然便主張禁絕。洛學的「格物致知」與「存天理、滅

人欲」理論，雖然汲取了佛家的漸悟、頓悟和「淨染」諸說，而其內容卻大相

徑庭︰佛教的認識論是為了認識宇宙的「實相」，而程朱的「格物致知」是為了

體認封建秩序的「天理」；佛教修行斷欲是為了成佛，而程朱「存天理滅人欲」

則顯了符合儒家倫理法則以成聖。具體而言，一是認為佛教的一些高深道理在

儒書中已有，不必學佛。「釋氏之說……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如

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二是認為學佛易流入「異端」，

「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三是認為不

排佛、老，則道學不明。「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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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表面上，言行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正如此，洛學堅決維護儒學的正統性，一方面盡力攝取

佛、老營養，另一方面又拒絕承認，並力加排斥，以為「異端」有害。蘇學不

指佛、老自私，只是惡其出身出世、無有禮法，雖然也認為佛徒所談，「予於

儒書已得之」，但又說：其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因

而有「不可去之理」，有「不去而無害於世」者，對其跡與道區別對待，明確

指出佛、老有存在的社會合理性。由此出發，蘇氏認為佛、老之書可讀，只要

學歸於正，就不怕學佛、老，二蘇一生都在學佛、老，這是大家熟知的，不過，

蘇氏又十分明白，推行佛、老之道不可「舍禮樂政刑」，因為「非禮法則亂」，

如果把佛、老「蔑君臣、廢父子」之說推行於世，將產生不可估量的禍患。雖

然，蘇氏主張以儒家「禮樂政刑」為本位，將佛老之道納入儒學體系，既反對

滅絕佛、老的極端行為，又反對片面推行無「禮法」的佛、老思想。

第四節 朱熹對《東坡易傳》之評論

一、朱熹對《易》書的見解

朱熹通過對理與氣、數、象關係的闡述來把握易道，凸顯理的重要地位。 關

於理與氣，他說：「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

（《 朱子語類》卷六十五）朱熹認為的易比較具有卜筮性，他認為易的」原意」

或者說八卦的目的並不是哲理性的而是預言性的，也可以說朱子認為的「易」

用來決定在特定情境下如何行動，而不是表達道德的教條。但是自王弼以來，

在學者中間，<易>被當做每一派哲學的文本依據。在朱熹看到，這種情況不僅

會引起似是而非的爭論，而且可能使人忘記通往易所傳達的聖人之心的真實道

路----在極為艱鉅的修身過程中這樣一條道路的價值被證明是無可估量的。因

此朱子一再強調：」易本卜筮之書。」

朱子在<周易本義>中強調兩點：」本意」、」本義」。首先，」本義」是文

本字面所表示的意義，指的是卦、組成卦的爻結構上的特性、數的特點和象徵

性的符號關係。例如，他關於」大有」卦(卦辭是」大有 元亨」)的注釋是這樣

開頭的：

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無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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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

其次，朱子強調文本的預言意義，因為文本是為卜筮的目的而作。因此在」

大有」接下來的注釋中他寫道：」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

而亨也。」在朱子看來，正是這個」本意」使<易經>明顯與其他經典不同。不

像<書>、<詩>、<禮>、<春秋>這四經，<易>不是被孔子和先王用作教育目的的，

他只是被用做卜筮。在某種意義上，易的本意不僅在於作易者的意思，還在於

他想讓讀者(使用者)做什麼。

朱子既不完全同意象數派也不完全同意義理派的解釋傳統，主要是因為他

們在不同方面都對<易經>有片面的看法。象數派的注釋者，尤其是漢代的學者，

認識到圖和象的重要性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但是未能把他們應用於人事的方

面。朱熹說他們」泥滯」和」膠固」。而義理派則相反，他們正確地將注意力集

中到能夠從文本中引申出來的道理上，卻忽視了文本的具體所指(如卦的形和

象)。

朱子與義理學派的不同可以在他與程頤的比較中明顯看出來。程頤釋卦的

重點放在卦爻辭中所體現的一般思想上。他關於卦的結構的討論是很少的。例

如，我們可以把他關於」大有」卦的注釋與我們上面提到的朱熹的注釋做一比

較：

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 吉」「謙 亨」

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誡者，如「師 見大人吉」「同人 於野亨」是

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如「大有 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

時行」，故能「元 亨」也。

注意程頤在此討論的三種情況都是以卦辭為基礎的。他沒有討論與陰陽論

相關的卦爻的結構，像朱子所做的那樣。朱子堅持以對卦象和各爻之間的陰陽

關係來解，開始每一卦的討論。在此基礎上，他力圖弄清爻和爻辭之間的關係，

把注意力放在預言的詔示上。朱子認為，在確定了文本的本意之後，為了更全

面地理解，讀者就必須把自己的主觀參與進去。他必須以心體物，把物之理變

成自己內心的：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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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裡面。朱熹解釋學的主觀注意維度是與他之

行相即的理論聯繫在一起的。

知與行功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

方某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飛前日之

意味……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

論輕重，行為重。296朱熹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

未若行之之實。」（《朱子語類》卷十三）

因此知行是相互依賴的。知只有當他化作行動並因此體現了主體的意志和

目的時，才是完善的。知道文本的涵義並不是去被動地吸收他。這是主動地使

作者的思想化做自己的經驗。在易的闡釋上，這種轉化的方式就是卜筮。

曾春海師在《易經的哲學原理》其中〈對比朱熹與伊川的易學〉一篇，朱

熹易學對伊川易學的繼承和發展有以下五點：

1. 在注《易》的形式上，繼承伊川義理注《易》的形式以及理論取象

上探究理源和儒家重人事的訓戒。

2. 朱熹繼承了伊川生生不已動態的本體觀。

3. 朱熹繼承伊川「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易學核心理論發展成朱熹

理一分殊的本體宇宙論。

4. 朱熹繼承伊川易學中的陰陽對待與流行說，發展成交易與變易說。

5. 朱熹繼承伊川以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氣」的存有層級之劃分，

發展至以動靜之理解釋陰陽氣運的所以然，建構出氣以理為本的理

論。

朱熹雖然對伊川易學有其繼承，但也曾對程頤多次表示過訓詁及文意的不

滿。朱氏說：「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易傳》

說文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297相反，作為大文豪的蘇軾在這方面則有過人

296《朱子語類》卷九，論知行。
297《朱子語類》卷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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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從某種角度講，他兼得了漢學與宋學的長處。蘇軾「小學」造詣深厚，

在文字、聲韵、訓詁上都下了不少功夫。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七云：「李

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韵、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

不知也。」這正是蘇軾痛治「小學」的生動寫照298。也因他平素注重小學，故

於中國文字之形、音、義、皆能確切掌握，而譏笑王安石在文字訓詁方面的穿

鑿附會。如《字說》：「波者，水之皮也。」之繆誤。在《易傳》中，蘇軾對經

文作了許多訓詁工作，其訓釋之精到，得到了南宋常對他的學術進行嚴厲抨擊

的大理學家朱熹的稱贊。朱熹在《伊川易傳》外特別重視蘇《易》，而其落腳點

也正是在文字訓詁之上。《朱子語類》裏就有這樣一段記載：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

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

渠、温公、安定、荊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

可以如此否？」曰：「吕伯恭教人只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

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

「他說道理决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

如何？」浩曰：「各有長處。」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

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299

朱熹在義理上完全接授程頤的思想，卻不滿於程頤離開《周易》專發義理。

他認為程頤在文字訓詁上有所欠缺，而作為大文豪的蘇軾無疑可以補足這一

點。所謂「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就是指蘇軾把握了《周易》

經文的原意。在品評各位易學家時，朱熹獨贊蘇軾《易傳》，足以見得蘇軾的訓

詁水平和他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了。至於義理，反對蘇軾學術的朱熹自然說「大

體最不好」。朱熹易學與伊川易學的重大差異處有以下六點：

1. 伊川不但不看重易占，且貶抑術數中的風水地理說，朱熹不但肯定卜筮

信禎祥且信風水地理說。

2. 伊川易學以中道為貴，朱熹則主陰陽相勝的變易義

298《困學紀聞》卷八《小學》亦有類似記載：「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韵、音訓、文字，置
篋中。」頁 186。
299《朱子語類》卷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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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熹易學在義理解《易》的取象上，重視普遍的形式原理，伊川易學傾

向具體性和殊別性。

4. 朱熹易學在解經的訓詁考證功夫上勝於伊川《易傳》。

5. 朱熹易學較具包容性，且不像伊川易學般地過份重視〈序卦傳〉。

6. 朱熹易學特別強調周濂溪的〈太極圖說〉，伊川易學則全然未提及。

朱熹的解釋原則，也即文本的涵義只是包括了行在內的更廣泛的意圖的一

部份。是他批判以前的解易者特別是義理學派的理論基礎。特別是程頤，因此

而受到嚴厲批評。朱子的典型批評一般是如下展開的：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

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事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故，

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

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

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

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古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

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知<文言>之類，卻是就上

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

方可學<易>。

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己意之所

為……近世言<易>者，殊不如此，所以其說有義理，而無情意。

朱熹還是將易經當作哲學書讀還是當做卜筮書讀，這是最重要的差別。卦

爻辭不是文王和周公寫出來表達他們自己思想的。而是寫出來幫助人們知道伏

羲所作卦預言性應用的。當然，也可以從這些卦爻辭中引申出道理來。朱熹認

為那些不顧卦的具體所指和預言性涵義的人可能會錯解原意，漏掉讀<易>的關

鍵所在。這個關鍵就是把道德和律法應用於具體情形。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只於卜筮。至於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

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

伊川只將一部<易>做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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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他人着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

然！只是與本意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

用。程先生說得一理。

在說」看人如何用」時，朱子的意思是，爻對特殊行為的暗示取決於他在

卜筮中所得到的卦中所佔的位置以及語境。解釋必須」與作者的意圖相通」(與

<易>相感通)，也就是說，文本的涵義必須能夠為每一個人所用：

若是把作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作這般用，

那般人占得，便把作那般用。

在朱子看來，義理派的解易方法，集中在對文王、周公、孔子所作文本的

解釋上，把這些文本往往作為通往他人道德哲學的起點。他不能穿透<易>本身

的原初涵義，因為他們對於<易>被創造(即卦和他們之間的象、數關係)和卦爻

辭被應用的原初形式(在卜筮中獲得對卦的解釋)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結果，

義理派的解釋者一般把易當做道德訓導的資源。他們的解釋方法切斷了他們具

體、主觀地參與易以及創造易的聖人們的溝通的可能性。而這點恰是在自我修

養中起關鍵作用的。例如，程頤對易的解釋，就是這樣一個關於道德模式的詳

細討論：」今人觀看，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朱子對義理派的反對也證明了道德行為教育(如何在特殊情境下做出正確

反應)和道德修養教育(如何把自己轉變成一個聖人)之間的內在的區別。朱子以

為，程頤把三百八十四爻的每一爻當作是對一個特殊情境的反應，從中可以學

到一條特殊的道德規則。例如，他用仁君舜的歷史事件來解釋乾卦第一爻，這

些事件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典範性行為。朱子以為，」於是一卦一爻往為一事，

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面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朱子自己的<易>注，像他的

其他注釋一樣，不是往往作為倫理行為的手冊，而是作為一個人主觀參與經典

的指引。也就是說，朱子的注視不是發展從文本中引申出來的特殊的道德教誨，

然後應用到生活中去。讀者必須自己學會這一點。朱子僅僅是想做讀者自己參

與到聖人智慧和力量中去的推進器。

朱熹對<易經>所做的工作，是他對中國文化傳統進行徹底地重新評估和繫

統化工作的一部份。朱子以為，易學傳統一般來說有兩個闡釋派別；象數派---

主要集中於卦和象數部份，包括許多與<易>有關的許多圖；義理派---他們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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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本層面尋找他的涵義。卲雍被看做是北宋象數派的主要代表(周敦頤是與他

地位相近的第二個人物)。程頤對<易>的解釋很快在義理派中獲得了絕對顯著的

地位。在編輯他們關於北宋思想家的文集<近思錄>時，朱熹和呂祖謙主要集中

於對程頤的解釋上。另一方面，朱熹說卲雍的<皇極經世書>與<易>自不相干」。

朱熹嚴厲地批評程頤的解<易>方法，儘管他批評卲雍的最傑出著作，卻對

他的易學思想和與此有關的圖做了相當程度的吸收。他對卲雍的先天圖(也即是

為人所知的伏羲八卦圖)有特別深的印象。朱熹感到，這個對稱的、二元繫列的

圖是自然之道的一個象。因此，他是<易>與天地之道相應的一個證明。這是<

易>具有預言效應的基礎之ㄧ。這自然之理的涵義也擴大到其他的卦圖上，如河

圖與洛書。他們據說是在遠古的伏羲和禹的時代分別出現的。關於這兩個圖，

和伏羲八卦以及作為替代的文王八卦，在朱子的<易學啟蒙>中有很多討論。其

中大量的是參考和引自卲雍的思想。另一方面，朱子認為義理和」文義」專家

卻是」支離散漫」。例如王弼，把他的解釋建立在老子和莊子的基礎上而不是以

<易經>的原意為基礎。蘇軾也離義的原意很遠：他僅僅用<易>來支持他自己的

有嚴重缺陷的哲學繫統。蘇軾認為人不能直接知道他們的本質或道的看法，把

他完全排除在程頤和朱熹的圈子之外，因為這種看法從根本上動搖了道德本質

和神聖性的範疇。

因此，朱熹批評了兩種解易方法並對他們做了一個綜合。他對象數派的批

評是他們經常太武斷，不能用做道德行為的指導。另一方面，義理派的方法很

好地關注了道德行為，但他們傾向於離開<易>的原初型式和原意，僅僅把他當

做註釋者自己思想的一個反映。朱熹的解<易>方法是用象數派的方法去闡明<

易>的宇宙論基礎和他的結構、數和符號的層面。但這些僅僅被他用來去完成成

聖的目標。因此，我們可以說，他是用象數派的方法去達到義理派的目的。

因此，作<易>的聖人們象徵了每一個人內在的完美性。朱熹激烈地反對把<

易>僅僅作為道德律條書，只須讀而無須實踐了。通過對<易>的聖人式的智慧切

實去行，一個人就不僅僅學習了關於天地之理的知識，不如說，他把義理內化

為人格而轉化成為一個聖人。這樣一種個人的道德轉化，被朱子視為北宋文化

政治復興和道德新生的必要基礎。雖然程頤也讓士大夫們使自己的行為遵循、

模仿易，朱須確認為程氏沒有能夠堅持<易>的卜筮性而僅僅是對文本作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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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朱熹認為必要的是(在他自己的時代而不是在程頤的時代)具體地主體化

地參與到<易>中去。<易>在經典中是獨特的，他提供了一種完成這種經驗性學

習的實踐性方法。

朱熹對<易>的傳統和他對北宋前輩細緻地選擇性吸收，再依次說明了朱熹

自己觀點的內在統一性。朱熹用<易經>來表明：他所說的對道的學習和對學術

前輩的選擇，是建立在宇宙之理和道德規律的基礎上的。<易>因此就擔負著使

朱熹理學體系化的功能，就像對於大部分中國傳統思想家一樣。但朱子超越了

對<易>的這種普遍的表面的應用。他的體系允許個人藉學習以實現他們本性的

善並由此而成為聖人。在朱熹看來，這個過程是建立一個仁政國家的必由之路。

朱熹對<易>的應用的創見是：他表明<易>貢獻了一種途徑，人們可在自己心中

對遠古聖人的智慧，有一個親切的聯繫方式，並由此而把宋王朝建立在人性和

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起源的基礎上。

二、朱熹對《東坡易傳》之評論

朱熹〈雜學辨〉，對《東坡易傳》舉出十八條的批評，其中辨文義者四條，

又一條謂蘇說無病，故為朱熹所不取者，可說僅十三條。而十三條中，評天道

論者三條，評心性論者八條，其他評死生鬼神之論者兩條。茲錄其天道論與心

性論之重要評語數條，以觀東坡思想與理學正宗之大別所在。朱熹云：

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

所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

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之道者，乃能試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

知病此，故以已之不見為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第

一條）

愚謂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

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

失其理矣！遠陰陽之本者，故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

象見聞之外也。（第十二條）

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而以為「借

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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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

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曰。「ㄧ陰一陽者，陰陽未交

而物未生，?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

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摩而言之，故其說如

此。（第十三條）

凡此三條，具見朱熹對東坡天道論的闢斥。一評東坡「未之見道」，再批其

「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三評其「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摩而言。」

因為朱熹之論道體，強調一個具有道德內涵的「所以然」與「所當然」之

理，且對道、太極、無極、理、氣、陰陽等術語的詮釋、析辨，皆極精微通透；

而東坡假三教合一之見解，粗言宇宙論體系，目標重在提示其心目中之宇宙精

神與生命境界，故對哲學術語的使用與分析，自欠周延縝密。然而，以朱熹之

強調道德性，自是不能了解東坡之觀照心靈與超道德界。尤其，落實至心性問

題，東坡之反「性善」，更遭朱熹之大力批駁：

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

還者而為是說……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

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嘆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

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第七條）

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

處之。故為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

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第十條）

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於

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

而自繼者始，則到不全。」何其言之謬耶！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

曰「道無物接」，則是道與物為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

不亦謬乎！（第十四條）

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

性之效而已矣。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窮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

故其言之悖如此。（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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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已言曰：「率性之謂道」?子曰：「性善，道之體也。」與〈大傳〉此

章之旨相為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

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耶？（第十六條）

愚謂蘇氏不知仁智之根於性，故以任智為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

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或可矣！（第十七條）

關於性論，東坡不講性善，也不講性惡，也不講善惡混或性三品300。乃大

而化之，由性超善惡，以言性之自身非善非惡，無善無惡，而為堯舜桀紂之所

同然者。在朱熹看，東坡此種性論，乃是無根的、不實的、空泛的。非但不能

倡導心性修養，證成聖人工夫；而且因他否定先驗的性善，則根本無從說明人

間的善德善行何由生？何由成？所謂「道與物接而生善」一語，更是漏隙百出，

不成理論。因為按照東坡對「道一」的描述，總算已經表明了天道的「實然」

情狀，卻不能保證人道的「應然」法則。換言之，「所以然之理」與，「所當然

之理」二者之間的聯繫，東坡的理論根本無法像程朱理學一般地融通無礙。如

果道體是超言絕象的「一」，性體也是超善超惡的「一」，則人間的理序如何定

準？人世的美善如何證立？對「道」與「物」之間、或「性」與「善」之間的

鴻溝，又當如何尋得一貫的理論依據？這些問題顯然都是東坡未曾詳加說明

的。因此，朱熹一再地批評東坡「未嘗見性」，只是「由於釋氏」，而以「虛無

寂滅之學，揣摩而言之」，不但「自迷罔」，恐將「罔夫世不知者」。故在〈雜學

辨〉的序言中，朱熹便語重心長地說：「卦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書》、

《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軾不知其說，而欲以

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

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辯。

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

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未嘗見、

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辯，以待後之君子。」

由東坡與朱熹論「道」、「性」之不同，即知理學正宗實承《論》、《孟》、《學》、

《庸》之根本精神而來，《東坡易傳》則不然。故自朱熹斥之為雜學後，《宋元

學案》亦將〈蘇氏蜀學略〉置書末而不予正統地位（《宋元學案》卷九十九）。

300參蘇氏〈論揚雄〉一文。世界書局印行《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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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之謂「雜」若指其學不守儒門道統，而欲融通三教則可，若逕謂此書

駁雜無章；不成體統、而一概斥之，則過矣！縱以朱熹批駁甚嚴，亦未嘗不承

認其「大體段尚自好耳」，且言「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朱子語類》）

《四庫提要》亦嘗謂其「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

曲譬之旨。」故宋元兩朝，凡不專主一家者，如李衡之《周易義海撮要》、丁易

東之《周易象義》，董貞卿之《周易會通》等，即皆採錄其說。

《蘇氏易解》是三蘇父子合作的產物，其中蘇軾貢獻最大，多次修改，並

總其成，故又稱《東坡易傳》，北宋末期實行元祐黨禁，此書又讀稱為《毘陵易

傳》。《蘇氏易解》不涉象數，專論義理，「推闡理勢」，「多切人事」，與《伊川

易傳》一樣體現了「宋《易》」重視性命義理的時代特色。但其所論性命義理，

與程朱一派理學相去甚遠，朱熹認為已淪於「異端」，故作一《辨》。當然，朱

熹沒有也不可能一一駁辯，只擷取了三處。它們是蘇氏對《周易‧乾卦‧彖傳》

和《周易 繫辭上》第四章之ㄧ段、第五章之ㄧ段的解釋，而重點是辨論性命

之理，並附帶說及與此相關的死生鬼神之說。朱熹在序文中說得很清楚︰「《乾》

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在《丞民》、《維天之命》）、《書》（《湯誥》、

《泰誓》）、《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即《繫辭》）之言亦若符契。

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

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

無所措其辯。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

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人觀之，豈不適所以未

嘗見、未嘗知之驗哉？……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並附焉。」

在《辨蘇氏易解》中，朱熹是以理學的性命之理去批評蘇學的性命之理的。

首先，蘇氏認為道、性是「不可見」、「不可言」的，凡是可見可言者都不是道

和性。朱熹認為這恰是「不知道」之言，道、性是可見可言的，是一種實實在

在的存在。

其次，蘇氏認為道、性這種本體與善、與仁義理智等綱常倫理具有本質差

別，這是蘇軾以道、性為「不可見」、「不可言」的前提。蘇氏認為，道、性是

純然的本體概念，沒有善和仁義理智之類的倫理屬性，他說︰「陰陽交而生物，

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矣，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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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

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又說︰「昔者孟子以為性善，以為至矣。

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蓋見其繼者而已」，而本身「未及見性」。

從性命之理的探討，否定了封建綱常的基石即孟子性本善論。朱熹反對這種將

本體論與倫理觀分離，即體用分理之說，認為︰道、性本身含有善和仁義理智

這些倫理屬性，從本質上講，善、仁義理智等也是道和性，即「孟子道性善，

蓋探其本而言」、仁義理智是「根於性」的，這樣，本體論和倫理觀就是統一的，

體用就是一源的。將倫理觀上升為宇宙本體的高度，這正是理學的顯著特徵，

朱熹正是以此為指導，去批評蘇學的。

可見，蘇氏和朱熹的性命之理是格格不入的。朱熹以為自己代表著儒家的

正統，而蘇氏之說已淪為「異端」，與佛老之學無甚區別。具體說來，蘇氏人性

論「特假於浮屠『不幻不滅，得無所還』者」，是「溺於釋氏『未有天地，以有

此性』之言」；其陰陽之道則是佛老「虛無寂滅之學」；其仁智思想乃釋老「妄

見」之說的翻版；至於死生鬼神之論，則「溺於（佛老）坐亡立化、去來自在

之說以為奇」。一句話，從《蘇氏易解》的性命之理，知其已是「雜揉」佛老的

「雜學」。

朱熹對蘇學批評的核心是性命義理，而以「雜學」一詞最有影響。那麼，

什麼是「雜學」？朱熹斥蘇學為「雜學」有無確定的內涵？這還需要進一步分

析。 「雜學」一詞起源較早，如《韓非子‧顯學》即云︰「今兼聽雜學繆行

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尉繚子‧治本》也說︰「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

通儒。」

這裏的「雜學」，簡單地說，就是雜亂的學說，即將各家不同的思想混雜在

一起，而缺乏一定主旨、鮮明特色和專門體系的學術。這是「雜學」的基本義。

戰國末至漢初折衷、揉合各派學說的「雜家」，就是以其「雜學」特點得名的，

《漢書‧藝文志》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

後來，「雜學」作為科舉文章以外的各種學問之統稱和《四庫全書》分類法中子

部的一個子目，也是由「雜學」基本義發展而來。

朱熹所謂的「雜學」，仍有早期「雜學」駁雜不純的基本特徵和貶義色彩，

但又賦予了時代新的內容。就筆者所及，朱熹對「雜學」一詞使用頻率並不高，



- 182 -《東坡易傳》研究

- 182 -

也未給以確切內涵。從其《雜學辨》內容上看，他之所謂「雜學」，就是「雜揉」

儒、釋、道三家的學說，主要又是指儒家內部的思想傾向而言。這就與早期所

謂的「雜學」有本質區別了。而且也說明，朱熹的「雜學」已具有宋代三教之

間既激烈鬥爭又加速融合的現實內容，是三教關係既緊張又微妙的產物。

挽救儒學的長期頹勢、抵制佛老思想的盛行，是宋代儒學復興的重大使命，

這決定了宋代儒學對佛老思想激烈鬥爭這一主要立場。但以往多次排擊佛老而

成效不大的教訓啟示儒者，僅僅透過對抗的模式還難以實現儒學對佛老的優勢

地位，必須充分吸取佛老思想長於儒學的內容，加以改造和發展，達到更新儒

學、復興儒學的現實目的，這又決定了宋代儒學對佛老思想加速融合這一客觀

態度。道統儒學重倫理而少哲理，故性命之說長期附位於禮法，性命理論也就

非儒學所長，而成為無禮法（此狹指儒家禮法）的佛老思想之精髓。所以，復

興儒學主要是重視佛老的性命理論，基本模式是︰一方面盡力掘發道統儒學的

性命思想，加強《周易》、《孟子》、《中庸》等的研究，一方面則注意充分吸取

佛老的性命理論，加以融合、發展，既保持道統儒學重倫理、重禮法的根本精

神，又更新和豐富儒學的性命思想，使儒學更附有哲理和思辯色彩，從而建立

起新的儒學範式。蘇氏和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都是這樣去努力的，但又有多

方面的具體差別。

理學家將禮法納入性命理論軌道，指出「禮者，理也」，賦予倫理以哲理，

即將倫理道德提升為宇宙本體，實現倫理觀與本體論的有機組合，達到體用一

源。這就與不含禮法的佛老性命論區別開來。朱熹說：「聖人之學之所以異乎老

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301言下之意，儒學講體用一源，而佛

老之學則是體用分離，有體無用。這一思想是符合崇儒反佛的現實需要，也決

定了他們在三教關係中堅決排擊佛老、維護儒學正統的嚴正立場。朱熹甚至把

儒釋之辨做為理學的第一要務：「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

處。」302

而蘇學的性命概念是比較純粹的哲學範疇，與倫理雖有必然的聯繫，但本

身不具有倫理屬性，因而性命與禮法、倫理與哲理的關係為二不為一，本質上

是分離的，而不是一體的。從蘇學講求倫理、重視性命與禮法的必然聯繫上看，

301《朱熹集》卷三八《答江元適（一）》。
302《朱熹集》卷四三《答林擇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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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佛老思想有本質區別，是儒學而不是佛老之學；但從蘇學性命概念不含倫

理屬性，講體用分離的思想看，則與佛老思想有共通之處。這樣，蘇學的性命

思想在本體論上沒有與佛老思想根本區別開來，反而成為溝通三教的基礎。蘇

氏云：「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

即「老、佛之道與吾道同。」303這裏的「道」是性命論的核心範疇和本體概念，

是不包括禮法內容的，這就不但失去了排擊佛老的哲學基礎，反而為佛老的存

在提供了合理的依據：「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因

而有「不可去之理」、有「不去而無害於世者」。304所以，蘇氏不但嚴排佛老，

反而極力宣揚三教調和，並通過《老子解》最終完成了這種理論構建，蘇軾臨

死前評此書：「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

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305這就與朱熹思想迥然不同。

由於蘇學與佛老之學的性命理論同屬體用分離的結構，所以，一方面，佛

老之徒和喜愛佛老的儒者可以認同蘇學，將蘇氏引為同道，奉為知音，從而助

長佛老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正統理學家又可以說蘇學完全淵源於佛老，是

儒、釋、道三教的混雜品，是「雜學」，甚至直接將蘇學視為佛老「異端」，是

「邪學」，抑制其傳播和發展。極重儒釋分疏的朱熹主要就是利用蘇學與佛老思

想在結構上的相似性，並鑒於蘇學公開援引佛老、揉和三教的學術立場，以及

蘇學不嚴排佛老、反而助長佛老勢力而威脅儒學正統的現實問題，認為蘇學會

「亂吾學之傳而失人心之正」。306因而對蘇學進行了嚴厲批評，以「雜學」相譏，

以「邪學」相斥。

問題是，像蘇學這樣與佛老思想具有微妙關係者還不少，為什麼朱熹獨以

蘇學和張九成、呂本中諸家作為《雜學辨》批評的內容呢？這有深刻的現實背

景。當時，「佛國皇帝」宗杲的禪學勢力十分強勁，在士林中頗有影響，而呂本

中、張九成為其世俗弟子，亦有相當地位。特別是張九成，既是狀元出身，頗

有風節，又以儒者面目公開談禪說法，以致「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

人習其法」。307朱熹正是針對他們展開了一場儒釋邪正的大論戰。而且，宗杲、

303《欒城後集》卷十《歷代論‧梁武帝》。
304《欒城後集》卷六《策問（二）》。
305《蘇軾文集》卷六 6《跋子由老子解後》。
306《朱熹集》卷七 2《雜學辨‧蘇黃門老子解》。
307 陳亮：《陳亮集》卷十九 《與應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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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九成又恰是蘇軾的推崇者，有記載說：「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

文忠忌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侍郎（即張九成）曰：老僧東坡後

身。」308張九成讀書橫浦，置夫子像，以二蘇等人「環列夫子左右，晨起焚香

瞻進，心志蕭然」，反無周、程、張、邵這些理學名儒。309恰在此時，蘇文流行，

特別是高宗、孝宗皇帝又大力推獎，使其風靡學界，「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

蘇學對文人士林影響很深。故朱熹在儒釋邪正之辨中很快將蘇學牽扯進去。不

但有針對張、呂二家的《辨張無垢中庸解》和《辨老子解》，並把它們一起匯為

《雜學辨》。蘇學之為「雜學」，至此定案。

當然，朱熹貶蘇學為「雜學」，最根本的目的還是排斥異己、樹理學一統。

伴隨儒學復興運動的發展，形成「學統四起」、學派林立的新局面，學派鬥爭尤

其是儒學正統代表的競爭也就發展起來，三教之爭與學派之爭遂交錯進行。早

在北宋中期，二程就以不「雜」佛老的純儒自居，並說：「某接人多矣，不雜者

三人：張子厚（載）、邵堯夫（雍）、司馬君實（光）。」310即是說，只有理學一

派（司馬光朔學與之相近）是純儒之學，接續孔孟而來，代表儒學正統，而其

他學者包括王安石、蘇軾等名儒都是「雜者」，「雜揉」佛老之學，不能作為儒

學正統。但是，在當時不是理學，而是王安石「新學」成為官學，以「一道德」、

「同天下」自命，儼然成為儒學正統。由於「新學」長期遭到各派的反對，各

個學派相對統一的局面並未形成，「家異學，人殊德」的局面仍在發展。至朱熹

崛起，承二程口吻，再次標舉理學一統，反對王學、蘇學等不同學派。何鎬在

《跋雜學辨》中將朱熹這一目的說得很清楚，他一開始即稱讚所謂：「先王之世」

的「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將朱熹《雜學辨》

直接視為抑制其他學派、專樹理學一統之作。朱熹在批評蘇軾所謂「荊公之學，

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時說：「若荊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

何不可之有？」也反映出朱熹要以理學作為世人標準的真實內心。他在晚年所

做的《學校貢舉之議》中宣揚「家法」，主張將各派統一到理學的軌道，以理學

標準鑒裁各派論著和思想，以消除他概言的「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

弊已不可勝言」的各派並存爭鳴的局面。這些都反映了朱熹對蘇學的批評，具

有學派鬥爭特別是理學樹立正統的現實需要的意義。

308 趙與時：《賓退錄》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3 年。
309 張九成：《橫浦日新》，海盜張氏涉圓清綺齋影印本，1925 年。
310《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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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朱熹對蘇學的批評，既反映了當時儒學對佛老思想既融合又鬥爭的

微妙關係，也體現了當時複雜的學派爭鳴、尤其是理學爭取儒學正統的現實目

的。正是三教之爭和學派之爭的交錯發展，促使朱熹以「雜學」譏貶蘇學。因

此，「雜學」主要是朱熹抑制蘇學、發展理學這一現實需要的產物，本身並不是

具有科學界定和明確內涵的名詞，也不足以準確地概括蘇學的思想特點。只有

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才會明白，為什麼朱熹在貶斥蘇學為「雜學」時，仍不得

不承認蘇學「卻成個物事」，311「學不正而言成理」，312即學術自成體系，而不是

雜亂無章的；也才會明白，朱熹不但指蘇學為「雜學」，313也指王安石「新學」、

張九成、呂本中之學，甚至還指陸九淵心學為「雜學」，都是相對于理學正統派

而言的，目的都是排斥異學、爭奪儒學正統地位。

但是，後來一些學者並不注意這些情況，竟以「雜學」作為蘇學以及朱熹

不屑專文批評的王安石之學專有貶辭，這突出地體現在為一代學術辨章源流的

《宋元學案》中，以蘇、王二學「並為雜學，故列之《學案》之後」，且以《學

略》而非《學案》指目。而同被朱熹斥為「雜學」的張、呂二家，卻因具有理

學學統（二人均曾從游理學家楊時）而免遭「雜學」之斥，反得以專為《橫浦

學案》和《紫微學案》。詳其源流，不重內容，這是《宋元學案》的一大特點。

正是這一書法體例和囿於程朱理學的「正統」窠臼，形成《學案》上述很不客

觀的結構處理。總之，今天我們是不能像《學案》這樣，以理學為繫統，以朱

論為是非，而應實事求是地分析當時的現實背景，正確理解「雜學」一詞，不

能再以「雜學」。

朱熹看待蘇氏的經學，可謂褒貶取捨不一。首先，透過朱熹的諸多評論，

可見朱熹幾乎遍涉蘇氏的各部解經傳注，在精思明辨之後，進而提出深淺不一

的評議觀點，對於蘇氏之學，頗見用心！針對蘇氏的經解，從優點上來說，朱

熹大體上認為蘇氏父子皆天資高明，會作文字，議論有人不到處，可說充分展

現出「文人之經」的特色；而對蘇氏義理上的發揮，也頗有肯定與吸取。314在

缺點方面，則主要認為蘇氏的解經不甚純，有雜於佛、老等異端為說者，在朱

311《朱子語類》卷一三○。
312《朱熹集》卷三○《答汪尚書（五）》。
313《朱熹集》卷四四《答江德功（二）》提及「近世雜學之士」，《朱子大傳》以為「包括
了李之翰和陸九淵」，見該書第 372 頁。
314 栗品孝《朱熹與宋代蜀學》一書中，其第三章＜朱熹吸取蘇氏蜀學＞，針對朱熹在其
著作中吸取蘇氏的經解成分，有基本的探索與解析。為冕重複，故本文在此方面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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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看來，那便是不純乎儒者之學。另外，針對蘇氏義理發揮上，雖然不乏肯定

之處，但也不免有所批評，說：「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

蘇直是要論道，但著書如何棄得。」315是認為蘇氏解經，多摒棄先儒傳注，但

時或不免矯枉過正，妄發臆斷，反而離失經典原義。總而言之，朱熹所謂蘇氏：

「經解雖不甚純，然好處亦自多。」316可說是他對蘇氏經學論著的總括概念。

因此，朱熹看待蘇氏的經學，一言以蔽之，便是：「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

不是處，始得。」317既不掩其善，也當駁其短，這便是朱熹審視蘇氏經學的謹

慎態度。

315《朱子語類》，卷一二九，＜本朝三‧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316《朱子語類》，卷一三○，＜本朝四‧自熙寧至靖康用人＞。
317《朱子語類》，卷八十，＜詩一‧論讀詩‧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