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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

蘇軾在易學上繼承王弼的體例跟風格，更推陳出新，力圖在解《易》的道

路上更向前邁進一步，致力于融會儒釋道三家，因此結論的部分，引朱熹之語：

「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也就是透過審慎的辨析之後，

對蘇學進行適當的取捨，這才是朱熹看待蘇學的實際態度，也是本論文進行的

研究方法。《東坡易傳》一書，是東坡表現其思想見解的重要文獻；尤其可以看

出他遭貶之後的許多人生價值，以及將生活的重心投置在學問上。綜上各章節

所述，東坡的宇宙人生哲學，實可稱之為「本一」的哲學。林麗真提出一套所

謂「一」的思想架構，若就天道觀而言，巧妙地摻合了《繫辭傳》的「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的宇宙生成說，以及《老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本

體論，還有《莊子》的「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齊物觀，以及王弼

的「理一以治眾」的易學原則，而且也多少還受到佛學「一攝一切、一切攝一」

的思想啟迪。就《易》學而言，乾坤為第一形上原理，乾坤乃天地生生之根本。

理學家所著重研究的儒家經典首先是《周易》，因為在先秦儒家經典中最具有哲

學意味的就是《周易》，易學哲學是理學與佛教哲學相抗衡的最有力的武器。因

此，剛健不息的乾道，表徵了本體恆動不息的至動，可謂動態的本體觀，以其

說明宇宙的形上本體及生化律則，還提出「無心而一」、「至其一而無我」的觀

念，對性善說加以批評，以建立其心性哲學。

關於性情之說，歷來解說《易》的人，往往於《乾》之「彖」、「象」的解

說中闡明其理論的基本觀點。形而上的乾剛坤柔屬性，亦表徵著天地之道，透

過形而下的陰陽之氣的運化功勞以顯其體性。蘇軾解《乾‧彖傳》「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數語時，特別闡明他對命、性、情三者關係的

看法，值得玩味的是：「情者，性之動也。訴而上至於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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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與性，

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無我，則謂之命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

合大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為貞，則情之為利也明矣。」在蘇軾看來，命、性、

情三者，分言為三，合則為一，「無非性者」。這一觀點不僅與「性善情惡「觀

的褒貶態度截然不同，而且與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雖承認性情為一體，或仍對

立之〈司馬光〉，或仍統貶為情〈王安石〉也不一樣。其次，以「性」為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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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為利，表明了蘇軾對情的堅決肯定態度。

就人生觀而論，亦是走佛道兩家路線，或許因為人生際遇造成，蘇軾將儒

學與理學融合儒佛，也是中華民族對外來文化採取積極態度的結果，是儒學包

容性的體現，「反從其本」、「破除三蔽」就是《老子》的「為道日損」，《莊子》

的泯是非、除成見、外生死、通物我，以及佛家的撥去我執、法執，無怪蘇轍

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中述及東波的學術淵源，即特別強調：「（東坡）讀

《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再論蘇軾的美學思想，在《東坡易傳》亦可略窺一二，他的文人氣質的浪

漫，更表顯出與《伊川易傳》或是朱子易學的不同，無論是文字脈絡或是陰陽

動態的美感都能令人分外感受到蘇軾澎湃的文人造詣。可見東坡雖治儒經，思

想卻可以說融會儒釋道三教；可以說追尋達到性靈生活的真正釋放與自由。蘇

軾言三教合一，主觀上企圖超越，但實際上則又不可能超越，各人皆有其本位，

或以儒言，或以釋言，或以道言，基本上自身之三教界限仍很分明以致難以泯

滅。因此，與理學正宗的批駁《老》 《莊》，顯然站在相對的地位，各被朱熹

斥為「雜學」。

第一節《東坡易傳》治經之缺憾

明代鄧夢文對比程頤、蘇軾及朱熹的易學，說：

竊窺之陰陽不測之神，似皆傳注所未能及，而就爻辭敷論，則不過人言

其意耳。伊川每以道學之言說經，時或失之迂僻。而子瞻動輒作鬧，謂

某爻往應某爻，為某爻所隔，幾於無卦。不然，妄謂皆非聖人立言之意

也。惟晦翁說易最平。每言某爻不可曉，不作強解。余是以益信強解者

之遷就也。318

這裡提到幾個批判的重點，蘇軾雖然極力發揮陰陽如何相應、如何附會、

如何因爭鬥、得用、配求，但後代學者卻不賞臉，批評為「動輒作鬧」，其次經

常有所發揮，勇於打破前人見解，最後是被冠上「強解者之遷就」這樣的帽子，

318《八卦餘生》卷首《八卦餘生記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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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己意強解經書，偶而流於牽強附會。故蘇轍《易說》乃評之曰：

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五十五）以合之，

為之說耳。……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

是以意命五行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疏矣！（《欒城三

集》卷第八）

蘇轍也表明了他對豪放不羈的兄長治經的看法，「欲取則取，欲去則去」，

個人色彩濃厚的蘇軾，以自我的好惡、主觀的判斷、靈感的文筆，對各種觀念

做出評註，不論是他熟悉的哲學觀點也好，不熟的數學也好，都要強加解釋，

故遭致非議。據此，對《東坡易傳》的幾個結論如下：

（一）對人情事故不瞭解

對物情與人情沒有看的很透徹。就像蘇軾的人生一樣，歷經三次被貶。明

明喜歡他文章深愛他才華的人很多包括當朝皇帝，但是在他受到困難的時候，

願意伸出援手幫忙的人卻寥寥無幾，不能不說是不懂的做人處事的道理，導致

遭受許多苦果。以下分別對蘇軾在人情與物情的偏執處做出討論。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處群剛之間，而獨用柔，無備之甚者也。以其無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

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無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

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

「夫備生于不足」一句，換個角度解釋可以說「備」是人性，有杞人憂天

的類型，有樂天安命的類型，「備」生於憂患意識，生於謹慎心性，生於好強爭

勝，「備」生於經驗，因曾不足或者有見識過不足的惡處，因此產生備的觀念，

非獨生於不足，生於不足者，可說機率太低，會走到「不足」的，多半是「不

備」之人！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無故而為惡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妄也 ，則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

「無妄」之世，正則安，不正則危。棄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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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災。

「棄安即危非人情」一句，又充分顯示出蘇軾對人性的所知甚少，有慣於

安逸者，有冒險犯難者，不管是天性或者環境、教育，但人性的分野極大，人

情絕不是「棄安即危」可以表達，試看鋌而走險者，挑戰極限者，意圖征服大

自然者，尋求刺激者，有些人喜好一生大風大浪，有些人喜歡平淡，「棄安即危」

者俯拾皆是，豈非人情？不只如此，蘇軾還有腐儒的毛病，「不正者必有天災」，

豈非淪於宗教教條式恐嚇？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為之也，循理無私，而三者自

生焉。故曰︰「不習，無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于所習者矣。

「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于所習者矣」，子貢舉一隅能以三隅反，孔子道能

一以貫之，人事的學習成長，都是藉由經驗堆積的，對甲事物的學習經驗，經

常可以用在乙事物上，利絕不會止於所習。

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五陰皆求比于五。初六最處于其下，而上無應，急于比者也。夫急于求

人者，必盡其誠，故莫如初六之有信也。

「夫急于求人者，必盡其誠」，所謂對人情不瞭解，並非全盤否定，而是對

人情的瞭解，總是經常只看到一面，主觀的看法太強導致他對人情的批判止於

他所強調的一面。夫急于求人者，必盡其誠嗎？動之以情、動之以利、動之以

謀、動之以勢，狗急會跳牆，人急會顯現出本性，會盡其誠的，是本性誠者。

有些會以利誘之，有些會使用哀兵戰術苦苦相逼，有些使用卑鄙的手段恐嚇條

件交換，有些用事理言明厲害，有些找人關說，可知蘇軾對人情是以己之胸度

臆測，不免看的不透徹。

無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所惡于不耕而獲者，惡富之為害也。如取之不失其正，雖欲富可得乎？

故曰「不耕獲，未富也」。

「如取之不失其正，雖欲富可得乎？」以蘇軾這種觀點從政，必定壓抑商



第九章 結論- 191 -

- 191 -

賈，因為認定無奸不商，正派經營的商人就不會富有嗎？奸商就一定富有嗎？

如果看待人情以這樣的偏狹角度，怎麼能通人情呢？

習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強暴而莫敢犯，此「王公」之「險」也。

如果以「朝廷之儀，上下之分，此則天險」來論述，並不偏離軌道，但「雖

有強暴而莫敢犯」句，卻是理氣太弱的論述，當周之世，臣弒其君，可謂不敢

犯乎？歷秦、漢、魏、晉、五代乃至唐宋，天險固存，然「有強暴則敢犯」也。

大畜：「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東坡注：「「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

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

金之能割，火之能熱，此就物性而言，但豈有不畏網的魚？有些魚至死不

曾見鵜鶘，何畏之有？魚性易驚則天性，豈有不畏網而畏鵜鶘之理？

習「坎」

「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為能習行于險，其不直曰「坎」，

而曰「習坎」，取于水也。

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為信，而以

無常形者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為圓，曲者可矯以為直，常形之不可

恃以為信也如此。

說水無常形則可，萬物「皆有」常形則差矣，若說其用詞疏漏，不如他對

物理的區分太籠統，在自然界中，要舉出無常形的東西太多了，人稱道士的蘇

軾，豈不知有煉丹的一味材料水銀？油、火、土、沙泥，因風而變其形，豈可

言萬物皆有常形？

離：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故曰「利貞，

亨」。

這是無法讓人用經驗法則驗證或者令人產生共鳴的命題，可以舉出太多不

正而不易合的例子，也能舉出不正則易合且久的例子，反之正而易合、正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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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難固、正則難合易難固。大凡事物若有通理，並不需要百分之百，如火性

上水性下，雖有特例不損命題，但「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

這樣的句子，卻是建立在虛幻之上，放諸人情亦不通。

（二）蘇軾在《東坡易傳》裡面對其所以然跟必然的關係，詮釋的非常籠

統。論證跟結論沒有相對等的關係，文章雖順暢卻沒有連慣性的說

服力與章法，對於普遍事物的狀態沒有細考其因果關係，造成辭強

而理弱的狀況。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

用器不蠱，故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婾。強則日長，婾則日消。

「流水不腐，用器不蠱」，如同神秀所說「時時勤 拭，勿使惹塵埃」，勤

能補拙，勤能不惹塵埃，孟子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知道精進與勤

是兩回事，勤沒有進度也可能會退。勤與日強中間，並沒有等號的關係。

頤：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莫不由之以得養者，故曰「由頤」。有其德而無其位，故「厲」而後「吉」。

無位而得眾者，必以身犯難，然後眾與之也。

無位而得眾是果，蘇軾反推其因，為「必以身犯難，然後眾與之」，可說是

煽動之詞，首先以身犯難，眾未必與之，而無位而得眾者歷朝多有，孔子弟子

三千，豈是以身犯難者？有德者能得眾，有才智者能得眾，有天朝血統者亦能

得眾，甚至鼓妖言者亦能得眾，以身犯難與無謂得眾之間的論證太薄弱，確乎

朱熹批之為可眩未嘗學問之庸人。

（三）其沒有可以成為一家論的系統體系，可說對哲理沒有深刻的體會與

參悟，只在意陰陽的應對，終究沒有闡發至道。甚至蘇軾在《東坡

易傳》裡面舉出的幾個體例與觀點，都沒有統一的規則，經常存在

例外之處，或者可舉出相同處卻用不同的解法，太多的矛盾跟例外

與獨見讓其易學散渙，呈現缺乏系統的哲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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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

以上理論自相矛盾，又說立陰養陽，有說陽者養人，「小畜，以陰畜「乾」，

「乾」知其不可也」到底陰畜陽還是陽畜陰，全憑蘇軾喜好，沒有一個標準。

如果陰不能畜陽，如何大畜？

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六三與上九為應，二與四欲得之，而強施德焉。夫六三之應于上九者，

天命之所當有也，非為其有德于我也，雖二與四之德不能奪之矣。是以

「食舊德」，以從其配

「睽」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無初有終。

夫六三配上九，而近于九四

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六三，上九之配也。

困：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也，而居于陽，自以為陽，而求配于上六，

初配四，二配五，三配六，此蘇軾大抵襲前人之體例，亦配亦應，全憑決

定。但卻出現下面一段：

賁，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

這時候三的正配又變成二？如此矛盾之處不一而足，如何配，如何應，只

在蘇軾指掌中，聖賢立言之意、卦象卦德已經全不重要。

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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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

「甘臨」者居于不爭之地，而後可以居于陽。

處上下之交，謂三與四，皆非安地，則有爭鬥，正是《東坡易傳》縱橫家

論的特色，此處既立體例，卻又推翻，甘臨居於不爭之地，其矛盾若此。

小畜「乾」非不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然其為物也，健而急于用，

故進而嘗試焉，

繫辭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而為陽其漸必虛，下而為陰其漸必實。至虛極於無，至實極於有。無

為大始，有為成物，夫大始豈復有作哉。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

乾無心於知之故易，坤無心作之故簡，易故無所不知，簡故無所不能。

乾不作物，因何急於用？既然無心無為，又豈不循剛健自然之道，而急於

用？

「賁」︰亨，小利有攸往。

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

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柔者所以利往也。

「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那麼把乾卦「元亨利貞」六爻純陽擺

在哪裡？蘇軾解易每每以所每卦每爻見立意，沒有整體觀念、沒有全盤架構。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兼與，必兩失。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為「丈夫」，初為「小子」。三無適應，有求則得之矣。然而從四，正

也；四近而在上 ，從上則順，與近則固。故「系丈夫」，而利居貞。

四為丈夫，五亦丈夫，已經是混亂的講法，六二既可係於較近的四，何要

係於較遠的五？鄧夢之所說蘇軾解易經常以某爻往應某爻為某爻所隔，因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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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關係，此處四近於二，卻又因其喜好，說四可取又不取二，想係便係，想

取便取，不想取處則是他的創建發明，無法建立良好的系統。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陰之為性，安無事而惡有為

蘇軾體例陽可取陰、奪陰之位，而陰之為性，好配、附益、依應，故曰安

無事而惡有為，但往往又有如下狀況：

困：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

既然陰安無事，豈，上揜四、下揜二？實則懷柔以待陽，時則排陽於外，

或納或拒，亦無章法。

（四）蘇軾專注於以「應、配、用、爭、得、取、有」來解釋爻辭的陰陽

變化，但卻沒有一個系統，且特例處過多，前後不一致，也就是朱

熹講的，從無處發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屯」無正主，惟下之者為得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于二

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一，故專于應，為二則吉，為五則

凶

此處「居上而專於應」，卻不知為何「專於應」這樣的例子，可用琳瑯滿目

形容，同樣陽五陰二的比卦、既濟等卦，都沒有專於應的句子出現，反而出現

在「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六四，初九之應也；而近于五，為五所

攣。所謂「它」也，六四不專於應，而有心于五，其色不安，此必變者也。」

不知何苦六四得專於應？而何時又該專於應？類似的狀況履卦言：「兩剛不能相

下則有爭，有爭則乾病」，只有此處兩剛不能相下，其餘兩陽或附益或爭陰或類

聚，往往建立體例而不遵守，發明觀點而全不重複，雖有新意卻無融會貫通的

感覺，正是從無處發明。

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而九二以陽居陰，不驕者也。盛極將枯，而九二獨能下收初六以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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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之取二也，得二而失五；初之不取二也，失二而得五。

類此之例俯拾皆是，二能下收一，初能取二，誰都可以收誰，都可以取誰，

完全沒有原則，後學者無法掌握脈絡。

隨：上六︰拘系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上無應而不下隨，故「拘系之」，而後從。

卦名為隨，以蘇軾解，每爻皆有所隨，初取二失五，二隨一失五，三隨四，

四有三，五有二，卻言六不隨？

大有：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

二應于五，三通于天子，四與上近焉；獨立無交者，惟初而已。雖然無

交之為害也，非所謂「咎」也。獨立無恃而知難焉，何咎之有？

三不應六，卻說通於天子，四不應一，改說與上近，為了解釋獨立無交，

不應可以說通，隔五可以說近，交與不交、應與不應全由蘇軾決定。此處三陽

同聚，「初為類首，舉則類從」也是他的見解，既然同類有朋，何以不交？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以陽居陽，其勢足以通于天子。以小人處之，則敗矣。

蘇軾體例凡陽皆大、為君子，此處非陰居陽，何來以小人處之句？

（五）可以說東坡過於自負作文行雲流水的錯誤，乃至於有所疏漏處。或

說為了牽強附會的解釋，不得不曲意作解。

例如：懷萬邦，東坡注為：「萬邦懷之」，此處宜是君王胸懷萬邦，而

非萬邦之民懷君。

再者，坤卦下亦有類似錯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于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焉，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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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于邪，故「利牝馬之貞」。

「利牝馬之貞」，怪乎蘇軾發明「「至順而不貞，則陷于邪」句，易已言明

坤道是牝馬的德行（或者適合牝馬的德行、應守牝馬的德行），表示牝馬的德行

已是順且貞，怎麼還冒出至順而不貞句？

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嘗有之矣，「不克訟」而歸于上九。上九之

得之也，譬之鞶帶，奪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于人情有赧焉，故終朝三

褫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

錫由天，褫亦由天，蘇軾竟解為已意三褫之，因羞赧所以穿了又脫，就算

是為了舉例，也偏離訓詁的本意太遠。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九五，大人之得位，宜若甚安且強者也。然其實制在于內。習其安強之

勢，以與小人爭而求勝，則不可。故曰「休否，大人吉」。恃其安強之

勢，而不虞小人之內勝，亦不可。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否」

者，所謂「大人否」也，小人之不吾敵也，審矣。惟乘吾急，則有以幸

勝之，利在于急，不在于緩也。苟否而不爭，以休息之，必有不吾敵者

見焉，故「大人吉」。

才剛說：「休否，大人吉」接著竟然可以變成「「休否」者，所謂「大人否」

也」。

第二節《東坡易傳》之特色與影響

《蘇氏易傳》，四庫館臣曾作如是評價:「蓋大體近于王弼，而弼之說惟暢

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這裡，四庫館臣肯定蘇軾解《易》繼承了王弼以義

理解《易》的道統，但同時也指出蘇軾與王弼解《易》風格的不同：即王弼以

玄道來解《易》，而蘇軾解《易》則多闡發其政治主張。這一點，體現了儒家經

世致用的道統。實際上，蘇軾解《易》除遵循儒家經世致用的道統外，也大量

援引道家思想來解《易》，體現了蜀學援道入儒的學術取向。綜上所述，蘇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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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所以沒有受學界的重視，造成蘇氏蜀學沒有被列入宋元學案裡面，《東坡易

傳》在後代也沒有成為一股很大的熱潮，歸咎原因黨爭雖是其中一個影響，但

是更有可能是因為他對哲理上的缺憾，使其學說始終無法像伊川或是朱熹一樣

發展。以東坡的資質得到這樣的結果，實為一缺憾。

平實而論，東坡此書完成在慶曆學風丕變，道學六先生並起的年代，至少

具有兩項意義與價值：

（一）就注經方法而論：此書崇尚義理，不守訓詁，獨抒胸臆，大膽標新，

實可視為北宋變古學風之先鋒代表。

（二）就思想內涵而論：此書融通三教，不專主一家，但能通過「一」的

觀念以貫串宇宙與人生建構其哲學理論，雖然理論未臻周延縝密，卻仍可稱得

上是一部有特色、有創見的思想著作。精研此書，一方面可以進探東坡個人的

宇宙人生思想，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北宋理學各家爭鳴時的相對勢力。

由第八章的論析，可看出朱熹攻擊蘇學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就思想層面

來說，佛，道二家思想，在宋朝盛行於世，而宋儒在哲學思考上，或排斥、或

相容，大多不免受到佛、道思想的激盪，也由此呈現出對佛、道思想不同的應

對態度。就蘇軾與蘇轍來說，雖身為儒家士子，卻在特殊的生涯中，經驗著與

佛、道思想的密切接觸。因此，對佛、道思想的取捨上，雖然也反對其出世之

道、以及其虛誕之說；但在修心與養生層面上，則大抵持以充分的肯定態度，

且不諱言佛、道思想對其生命情懷的正面影響。在治學的歷程中，蘇氏父子皆

曾博覽百家異說，而後熔鑄諸學，折於義理，進而充分地表現在其學術、思想、

文章裡。尤其是蘇軾與蘇轍，在「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認知下，甚至曾致力於

會通諸家妙理，這種意見，除了散見於諸多詩文中之外，尤以蘇轍《老子解》

一書，為此種思路的代表，鮮明的表現出融通儒、釋、道三家之學的學術觀點，

蘇軾並曾給予高度的認同。

朱子則經歷過由佛、老至儒的深刻反思，從而站在嚴衛儒家之道的立場上，

對於蘇氏融異端為說的學術風貌，病其學儒之失，並視之為流於異端的「雜學」，

甚至是惑人心術的「邪學」。從朱熹的批評分析來看，認為蘇氏（尤其指蘇軾、

與蘇轍）是犯了許多的儒者弊病，其一，是二蘇不會仔細讀書—因為從朱熹的

觀點看來，佛、老的學術門戶皆是錯的，朱熹從源頭上即予以否定，而二蘇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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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思辨。其二，是二蘇所持儒學的意志不夠堅定—因著外在環境的改變，便

匍匐歸向佛、老門戶中去，自此陷入迷途而不知回返。其三，是二蘇學儒不夠

精實—見佛、老之說高妙便被引去，以至流於詖淫邪遁之域而不自覺。其四，

是二蘇以異端之學作為比方，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朱熹認為這是最害學者心

術的。基於維護儒學之正統，使道術昌明，因此對於蘇氏之學雜有佛、老、縱

橫，朱熹是絕對不予曲貸的，也是他申言不得已須與之辯的原因。

事實上自北宋仁宗時期起，在疑古風潮的引領下，宋儒普遍揚棄前儒傳疏，

多有「獨研義理」319的治學風格，蘇轍也引孟子之說，認為學貴「自得」。因此，

蘇氏會通諸學義理的治學傾向，未嘗不可視為他們脫然獨見的學術展現。在很

大的層面上，蘇氏之學可說是其生命情懷的自在展現，也因為如此，在嚴守儒

家立場的朱熹看來，勢必是冰炭難容的，於是予以嚴詞批駁，也不足為奇。其

實，對於蘇氏的學術思想被斥之為「雜」，有一些學者不以為然而提出論辯，或

認為不該籠統的以「大雜燴」來形容蘇軾之學320；或認為蘇軾對釋、道有其融

合的立場與取舍的態度321，這些都應該是要細思明辨的。針對朱熹對蘇氏的批

判，吾人可以說，基於嚴守儒家之道、擯斥異端的立場，朱熹對蘇氏之學的批

評，言之有理，也有所針砭；但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可說是朱熹無法理解蘇氏

一門對自我學術的期許，甚或其生命的意境與情懷。基於治學取徑的不同，或

許便注定了朱熹與蘇氏之學，其學術思維勢必難以有所交集的結局。

其次，根據以上的論析，可得知蘇氏的文章以及其學說思想，無論在北宋

或是南宋，都深具時代意義。北宋時期王安石「新學」風行，致使學術生氣凋

敝，蘇氏之學，即被視為足以與之抗衡的學術力量，雖然由於政治的因素，力

有未逮；但是，曾經做過的努力，卻終究獲得回響，前引李石之說可見其梗概。

此外，孝宗為蘇軾文集撰作御敘，褒崇了蘇軾—合「節」、與「氣」的有「道」

之文，並以之勸勉臣節，更彰顯了蘇文的價值意義。至於蘇氏學術文章的流傳，

319《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經部總敘》，云：「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
學凡六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 閩繼起，道學
大昌，擺洛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
也悍。」頁 62 。
320 李慶皋撰：〈蘇軾思想「大雜燴」論辨〉，載《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 訂
年第 3 期，頁 52—56 。
321 劉石撰：《論蘇軾對儒釋之融合立場及對釋道（教）之不同取舍》，載《四川大學學報
叢刊》第 38 輯，1988 年，頁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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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論在北宋或是南宋，都有其傳播的盛勢。根據諸多學者的述載，早在北宋

時期，蘇氏之文便已幾至無遠弗屆的境地。至於南宋時期，則上有君王推崇，

取以為矜式；中有文人學士習讀，引以為進取之階；而庶民百姓的生活裡，更

是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蘇氏學術文章的流傳，可謂廣矣。

正因為朱熹曾經深入辨析蘇氏之學的思想內涵，而後，對蘇氏之學貼上了

「邪學」、與「雜學」的標誌；因此，在看到蘇氏之學進入南宋以後，如此盛行

的情形，不免深感憂慮。基於身負伊洛之學的傳承，為了維護純正的儒家道統，

朱熹以「捨我其誰」的擔當，起而奮力闢斥蘇氏之學。從前文的分析，可知朱

熹是十分清楚蘇氏之學的魅力所在的，總括的看法，便是：「蘇氏之學，以雄深

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322以此

之故，朱熹甚至認為：「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323這也正是朱熹認為蘇氏

之學：「壞人材，敗風俗。」324的原因，為了遏止蘇學的泛濫，從前文的論述，

可看出朱熹為此做過許多的努力，或上書皇帝，請求摒棄詞章之學；（其中應涵

蓋蘇氏之文，因為當時孝宗極為推崇蘇文，時常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

右，以為矜式。）或移書當時的學政，（以蘇氏學皆不正之故），期望有以抑之；

或與學友之間激烈論辯，必欲指出蘇學的害於正道；或與門徒的言談間，也往

往論及：「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325足見對於遏制蘇學的流行，

朱熹可謂曾經極盡其能事。經過朱熹的嚴詞撻伐，以及朱熹戮力傳播伊洛之學，

終使程朱理學定於一尊；蘇氏之學，則由於缺乏系統性的傳承，於是，在相較

於程朱理學上，便逐漸顯得式微了326。

再者，朱熹探析了洛、蜀黨爭的產生原因，指出「主敬」與「破敬」，實為

程、蘇爭執的焦點，朱熹曾說：「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伊

洛拈出此字（敬），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實用力，則不患不至

聖賢之域矣。」「二程教學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327朱熹指出「敬」之修養，

322《朱熹集》，卷三七，〈答芮國器〉。
323《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論文上〉。
324《朱熹集》，卷三三 ，〈答呂伯恭〉。
325《鶴林玉露》， 卷二 ，〈二蘇〉，頁 33
326粟品孝〈論蘇氏蜀學衰隱的原因〉一文，即指出：「蘇氏既不以求道成聖為治學宗旨，
又不注意傳道授業」，再加上「朱熹對蘇學的批判」，於是，「就幾乎取消了蘇學的存在陣
地和發展市場，蘇學不得不趨向式微。」見《社會科學研究》，1995 年第 l 期，頁 87—89。
327《伊格淵源錄新增》，卷四 ，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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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為伊洛之學的學術綱領，東坡卻直指要打破，朱熹從而演繹出程、蘇之間，「學」

與「行」的實際差異。在這個思考基點上，朱熹重重的貶抑了蘇氏蜀黨的人格

品質、從政野心、及學問表現。在這些批評論點上，或許真可呼應《 四庫全書

總目》 所說的，朱熹具有追修洛、蜀舊怨的一種心態。凡此，大抵可說明朱熹

何以對蘇氏攻擊如讎的原因所在。

《東坡易傳》雖是由蘇軾完成的，但也包括了蘇轍的意見，可視為二蘇通

力合作的產物。儒家經典源遠流長，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學成為中國古

代社會的正統學術，後世儒者，莫不以研究、闡釋儒家經典為依托。而儒家經

典在綿延不斷的流傳過程中，在不同的時代，因應著不同的社會環境，各個歷

史階段的經學研究，都留下了不同的時代印記。《四庫全書總目》的〈經部總敘〉

說：「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328而漢代經學研究的特

徵是：「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

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到了南北朝時期，經分南北，師說多門，章句繁雜。

唐太宗有感於此，於是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名曰「正義」，治經

方式，一承東漢多詳章句訓詁的傳統。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頒於天下，

以之作為考試的標準，「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329篤守章句義疏的

學風，延續到宋初，行之數百年，已陵夷衰微；但一般士人大多依舊：「篤守古

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注疏之遺也。」330

328《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７年），卷一。
329 清‧皮錫瑞撰：《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７年），〈七、經學統一時代〉，
頁 211。
330 《經學歷史》之〈八、經學變古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