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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東坡易傳》的宇宙觀

儒學的發展，由先秦至於宋明，可說是由重在心性論的討論進而轉為重在

天道論的討論。在北宋時期的蘇軾，當然也有一套其所謂「宇宙觀的哲學」也

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謂「道德的形上學」（metaphysics of morals），即由道德的

進路建立出一套形上學的理論。這門學問，在先秦的《中庸》與《易傳》已開

其端緒，到了後來，才由宋明儒確立起來。

東坡的宇宙人生哲學，他不僅說明宇宙的形上本體及生化律則；而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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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天道觀而言，蘇氏融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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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物與我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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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觀而論，亦是十足地頃向佛道兩家，而尤有得於《莊子》。所謂「反從其本」、

「破除三蔽」豈不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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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執嗎？難怪蘇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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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可見東坡雖治儒經，思想路數卻是三教合一；故出入儒釋道之間，最

終目標無非是要尋得ㄧ個超脫、大自在的人生；以便融通一切，神遊四方，無

罣無礙，達到性靈生活的真正釋放與自由。因此，他並未把「帝」、或「氣」、

或「理」作為宇宙的根本；而特別標舉一個具有通、同、齊、大、全諸義，以

及超強絕對義、自然無為義的「ㄧ」，來架構其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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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上思想

我國古人常以陰陽表示矛盾，表示對立統一，《周易》也是這樣，蘇軾在闡

釋「一陰一陽之謂道」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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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見其彷彿者也。陰陽交替然

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

然謂陰陽為無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

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彷彿而謂之無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難言

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卷七）

在本體論上，蘇軾不僅借用了老子和《周易》的「道」的概念來作為自己哲學體

系的核心概念，而且還援引老子的「水幾于道」的觀點來解釋「道」，認為「道」是

陰陽未交的狀態，是「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蘇軾這段話認為，陰陽是看

不見摸不著的，對立統一規律作為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與事物本身是有區

別的，可見的是事物而不是規律。

東坡注：「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于

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無之際也，始離于無而入

于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于道。’聖

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

于道矣，而非道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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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推出蘇氏蜀學的道論，即由道到陰陽到水到萬物的宇宙演化模式。但是，不

能因此就認為「陰陽為無有」，陰陽雖然不可見，但它仍然客觀存在著。把事物

與陰陽等同，或藉口陰陽不可見而「謂陰陽為無有」，都是錯誤的。蘇軾的上述

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他的表述確實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他因強調客觀事物

同矛盾規律的區別而忽略了它們之間的聯繫，如說「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

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彷彿陰陽不是事物的內在矛盾規律，而是另一種外

在的東西。又如說「聖人知道難言也，故借陰陽以喻之」，彷彿陰陽不是道（矛

盾規律）本身，而只是借來喻道的，陰陽與道彷彿是兩個東西。

朱熹正是抓住蘇軾這些漏洞，指責蘇軾說：「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

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曰道與物接，則是

道與物為二，截然各據一方，至是而始與物接，不亦謬乎？」，「達陰陽之本者，

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聞見之外也。」（《雜學辨‧辨蘇

氏易傳》）除「道外無物」屬唯心論外，朱熹關於物雖不等於陰陽，陰陽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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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物中的觀點是合理的，他對蘇軾的指責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第八章已討論在

此就不贅述。

東坡《易‧繫辭下傳注》說：夫道一而已，（卷八）

〈繫辭上傳注〉又說：

天地與人一理也。（卷七）

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卷七）

蘇軾直接以「道一」，來指稱道體，顯明道的超然絕對。進而強調天道、地

道與人道，皆同為一道，同本一理。認為形而上的道與形而下的器，本是一而

二、二而一的；若說器是道的形下顯現，道便是器的形上本體，在「道」中觀

照所有的「器」，則可見共相之「一」。東坡這種論調，乃是建立在「道體器用」

的觀點上，並富有相當的形上抽象的概念。在他看，天地之間的萬事、萬物、

萬象，雖然紛然雜陳，變動不拘，或在天成象，或在地成形，或在人而有吉凶、

悔吝、同異、成敗興廢之異；但此不過是宇宙本體落實至現象界的「所在」不

同所產生的諸種外觀。這些外觀(或可謂之「表象」)，有大有小，有圓有方，

各不相同；且在相對世界中，因彼此互相推磨激盪，更促成瞬息不一的變動。

實則就其本源本體論，乃皆「出於一」，亦「本於一」。〈繫辭上傳注〉便如此說：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不同。故「在」云者，

明其一也。象者，行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

人見其上下直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邪？繇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

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卷七）

在東坡的認識裡，天地二者，一是形之精華發於上的象，一是象之體質留

於下的形，其所以有此一上一下的形象之別，乃是宇宙本體開始運作（化生）

以後而有的現象。故若超越時間或空間的限制以探其本源本體，則「天」、「地」

既形以後，也是統攝於道體之「一」的。「陰」與「陽」的關係，也是如此。

經由上述，可知東坡的思想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器體用」的觀點上，就本

體界言，是即用顯體；就現象界言，則是即體顯用。東坡主張道器一本，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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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則以「一」名道，除了表明道體的超越玄通、廓然無限外，同時也正表

明了道用的神化自如、妙用無邊。因此作為道體的「一」與作為道用的「一」，

是不可分說的。

論到道的發用，東坡很強調萬物皆「出於一」、「本於一」、「歸於一」；並質

言之曰：「推而行之者，一也。」（卷七〈繫辭上傳注〉）在他看，宇宙萬象的生

化流變，原是受到一個既「超越於物上」又「內在於物中」的形上律則所支配。

這個律則，也就是「一」。但其運作軌跡卻極難描述，因它乃是以一種「廓然大

公」、「無為自如」的方式在無形中進行著的。這也就是當東坡陳述著道由一而

二，由二而生變、生異、生多的過程中，所以念念不忘表明變中有則、異中有

同、多中有一，卻又未嘗清楚言明此一是何的原因。因此要明白東坡作為道用

的「一」，一方面我們必須了解東坡所謂的「一生陰陽」、「陰陽交而物生」的宇

宙生成論；另方面也須注意其「相反相成」的對立統一原理，以及「至極歸一」

的演變律則。必將此一系列的說法合而觀之，方可透視其道用之「一」。

〈易繫辭上傳注〉說：

夫道一而已，然易之作必因其貳者，貳而後有內外，有內外而後有好惡，

有好惡而後有失得。……一以自用，貳以濟民。（卷七）

繇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

有不可勝計矣！（卷七）

此謂道「由一而貳」，並謂「自一而兩，自兩以往」，很明顯的，是指道由

一而二而多的生化過程——即「道之用」。而道之用，就是「易之作」，也就是

〈繫辭上傳〉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運作。故「易之作必因其

貳」的「貳」，乃指兩儀，兩儀即是「乾」「坤」。乾乃陽之象徵，坤乃陰之象徵。

對這「一乾一坤」（亦可謂之「一陰一陽」）與道體之「一」的關係，東坡曾援

用〈繫辭上傳〉的「門戶開合」之喻說：

同是戶也，闔則謂之坤，闢則謂之乾。闔闢之間而二物出焉，故變而兩

之，通者一也。（卷七〈繫辭上傳注〉）

陰陽二物也，其合也，未嘗不雜。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嘗

雜也。（卷八〈繫辭下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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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門戶比喻道體的「一」；以門戶的一開一合，比喻道體發揮生化功能時，

必先產生「一乾一坤」（一陰一陽）的運作。可見乾坤二者，乃是「出於一」而

為萬物生化時的必經過程與依據。在本體界中，乾坤本混然無別而為一，好像

門戶只是一個自體而已，但它卻以隱具開合變易的潛能；在現象界中，乾坤則

判然有分而為二，好像門戶既經打開，則有闔闢（即開合）兩面的功用。於是

二者相因相縕相推相摩相形相蕩，而萬物的繁多不齊與往來流變，乃隨之而生。

故謂：

陰陽相縕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為易之縕。（卷七〈繫辭

上傳注〉）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一生，則吉凶之至亦多故矣。（同上）

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同上）

相因而有，謂知生生。夫茍不生，則無得無喪無吉無凶。（同上）

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同上）

生生之極，則易成矣。（同上）

乾坤（陰陽）是生生之祖；有生有物，而後物轉相生；則生生之極，宇宙

化育的事功便成就矣！因此，乾坤並非專指天地，陰陽亦非專指男女，而是指

萬物所以能夠相形相生的基因。〈繫辭上傳注〉即云：「明乾坤非專以為天地也。

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氣，至德得其易簡之善。」（卷

七）可見天地、四時、日月、至德，乃至人事間繁雜的得喪吉凶之變，皆由乾

坤相交、陰陽相縕而生。

據此，萬物的生化過程，似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步驟：

道體在靜止未顯的狀態時，原是超言絕象、混沌齊同、沒有時空限制的形

上之「一」，既不可謂之無，亦不可謂之有。

當道體開始產生動態運作時，必先由「一」表現出「陰」、「陽」（「乾」、「坤」）

兩種變化基因。此時陰陽雖不雜，且已隱具派生萬物的潛能，但仍超越於物象

見聞之外，僅可說是「生生之祖」。當陰陽之間一屈一伸，開始往來運作時，必

相因相縕相摩相蕩，乃有可見的實物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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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實物，則物交物，又轉相生，於是五花八門的各種現象便陸續出現。

人們只見到種種有形物象的落實存在，以及種種因變而生的得喪吉凶，卻往往

不知其背後一直是有一個既「超越於物上」又「內在於物中」的陰陽消長律則

在無形中支配著。〈繫辭上傳卷七注〉所謂「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

象立而陰陽隱矣。」（卷七）想必涵具此意。

為什麼這個出於「一」的「陰」與「陽」（「乾」與「坤」）會是萬物相形相

生的基因？東坡認為這是由於「陰」「陽」二者具有相反對立的型態與反向運動

的能力使然。他說：

上而為陽，其漸必虛；下而為陰，其漸必實。至虛極於無，直實極於有。

（卷七〈繫辭上傳注〉）

所謂「其漸」者也，就是一種動態的、持續的、緩慢的作用。「陽」慢慢虛

消以至於無，即是陽往陰極運作；「陰」慢慢實長以至於有，即是陰往陽極運作。

而在一陰一陽如此各往對方運作的過程中，「陰」、「陽」這相反對立的兩性，便

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統攝，互相轉化，好像又再融通為一個新的「一」。

所以「陰」、「陽」的運作，表面看是對立為二的，其實是通同為一的。如此由

一而二，由二而一，生生不息地運行著，不僅造成各個事物內在的律動與發展，

也陰物物交感而有許多變易不一的現象發生，甚至帶動了整個宇宙的生化過程。

蘇軾的著作說他廣泛的興趣和包容文化傳統所有方面的博大胸襟。從某種

意義上說，每個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道」的延伸，都是有作用的。蘇軾從

未試圖規定某種程式或指定某個思想為正統學說。可這絕不意味著對蘇軾來說

所有的存在都是同樣重要的。蘇軾區分了達者（即能夠理解應事接物過程的人）

和未達者（即追求一致的結果且只會模仿過去成就的人）。就好像蘇軾評價王安

石時所說的，真正的統一性應該是能夠創造新事物的。它完全不可以等同於強

求新生事物整齊一致。那些要求別人整齊劃一或堅持固定標準的人妨礙了他人

在實踐中運用「道」。他們不但顛倒因果，而且將原本只適一時一事的行動作為

標準。

美國學者包弼德在《蘇軾與文》一篇中指出，蘇軾關於人們如何行「道」、

如何成為聖人的過程可以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獲得知識與技能；第二階段直

覺飛躍到統一性的狀態；第三階段自然應事接物。用蘇軾的河流比喻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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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階段是朝著源頭逆流而上，在此過程中不斷理解過去的變化和革新；第

二個階段是與源頭融為一體；第三個階段是重新順流而下，以純粹自然的方式

應接世間一切變化。這幾個階段在實踐中環環相扣。蘇軾的一生就是在知識、

統一性和實踐三者之間反覆追求的一生，我們絕不能認為，他鼓勵人們不要知

識和對統一體的直覺而自發行動，否則，我們將陷入極大的謬誤，並且與蘇軾

的實踐背道而馳。

第一階段是求知。因為「知之未極道之不全，是以有過」。151蘇軾認為最有

意義的知識是萬變中不變的知識。獲得這種知識可以使人更加接近根本統一性。

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

人如果運用這種知識，便可以在同類事物中由知知推知未知。

必其所見而後知，則聖人之所知者亦寡矣。是故聖人之學也，以其所見者

推至其所不見者。152

知曉某物的「理」包括知道它是如何運作的，怎樣才能把握它的「理」以

及在把握其「理」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哪些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蘇軾只是

簡單地提到，自己努力掌握或培養相應的技能即是求知的一部分，不過他偶爾

卻這樣明確說道：「精義」者，「窮理」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

所以沉，盡水之變，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153

但是，知曉事物如何運作並學習應對它的技巧，跟達到與源統一完全是兩

碼事。對蘇軾來說，某些重要的東西靠「學」是學不到的。這樣，想要從學到

的知識達到那使事物保持活潑和變化的統一性的狀態，人就必須有一個飛躍。

這種整體性真覺把握的過程可以用「道」人合一來表達。這個過程中有一些深

不可測的情境，蘇軾稱之為「神」。

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之所

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無不在。因而知之可

151 《東坡易傳》卷七
152 《東坡易傳》卷七
153 《東坡易傳》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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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以為神則不可。154

可見，宇宙的最後根源是不可知並不可說的，這種直覺領悟的目的在於讓

人能夠運用知識，而不在增加知識。最後的階段是重新「順流而下」，以自然而

然的態度對這個變化的世界做出反應。他對統一性的直覺並不告訴人們該做什

麼。恰恰相反，它允許人們不知不覺地就自如行動，這樣，他與事物就能相處

自然，一起發展。

為了說明人行動的這三個階段，蘇軾舉了游泳的例子。在下面這段引文中，

他解釋《繫辭傳》中經常被討論的「精義」和「入神」。蘇軾將這與《說卦》中

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聯繫：

精義者，窮理也。入神者，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

徒然哉？將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

而皆有以應之，精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為一，不知其為水，入

神者也。與水為一，不知其為水，未有不善遊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

之謂致用也。故善遊者之操舟也，其心閑，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

身安也。事至於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155

游泳是人如何能依「道」而行且在變化的世界上保持不沉的實例。固然，

一個人必須瞭解水並且會游泳，但他能不能夠對他所遇到的一切變化反應自

如，則完全取決於他達到統一性狀態的能力，在這種狀態中，他已經意識不到

自己與水有什麼區別。他的目標是既不強迫水違逆本性去適應他，又能保持不

沉。當他「入神」時，也就達到了那種根本統一性。由於「理」的統一，「性」

的實存，「神」的活動和「道」的存在，他和水就成了同一宇宙的不同部分。不

過，蘇軾顯然不想解釋「何以如此」，他認為「知其如此」便已足夠。

第二節《東坡易傳》的道體

道之大全的本體觀念或有無絶對實體觀念，是判斷一個哲學家層次高低的

一個重要標誌。就《周易》而言整個宇宙是一個息息相通、生生不已、獨一無

二的有機整體，用哲學語言來說，就是一個大全、一個通體、一個通一無二的

154 《東坡易傳》卷七
155 《東坡易傳》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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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對實體。中國古代哲學的天人一體，可以說是對絶對實體的一種特定表達。

而蘇軾對宇宙本體的思考，則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道之大全」和「道一而已」

的命題之中。在蘇軾看來，道之大全的本體觀念，是《周易》最先闡發的，「夫

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156 「易將明乎一，未有不用變化、晦

明、寒暑、往來、屈伸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為一，然後其一

可必。」157 《周易》中的變與化，晦與明，寒與暑、往與來，屈與伸，乃至於

象與形，進與退，剛與柔，乾與坤，陰與陽，天與地都是出於一而兩於所在都

是同一實體在兩種情況、兩種境地中的不同稱謂，不同表現。因此它們「皆所

以明一也」158。都是用以說明同一實體的。道雖被規定為超越有無的東西，但

由道而至萬物，仍是由無到有的過程，因此蘇軾說︰「至虛極于無，至實極于

有，無為大始，有為成物。」（卷七）

《說卦傳》有「兼三才而兩之」之語，《繫辭》有「貳以濟民」之言，蘇東

坡把二者結合起來發揮說：「兼三才而兩之。所謂貳也，夫道一而已，然《易》

之作必因其貳者，貳而後有內外，有內外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失得，故

孔子以《易》為衷世之意，而興於中古者，以其因貳也。一以自用，貳以濟民。」
159這裡蘇東坡借孔子之語，把貳以濟民作為《易》有衰世之意的依據，並提出

「一以自用」與之相區別，這不僅明確將一以自用置於貳以濟民之上，從而與

他性命論中的「人之自用」，乾坤解時的龍為變化自用者相貫通，似也包含著將

「一以自用」的作為盛世之意的意向。而他所說的「未達者治其書……可以寡

過，達者行其道，無出無入，無內無外，周流六位，無往不適，雖為聖人可也。」
160則明顯將行易道置於治易書之上，在肯定通曉易道可增進人的智慧，提升人

的境界的同時，也向人們透露出如上的資訊。

除上述之外，蘇軾把貞釋為正而一，並提出了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道

也，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161， 「效之者，效其體

一而周萬物也」162等觀點，這些觀點，無疑都是蘇軾絶對實體觀念的引伸和具

156一四 0頁
157一三八頁
158同上
159一四一頁
160一四三頁
161一三四頁
162一三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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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化。

蘇軾對《周易》的「十翼」中哲學意味最強的《繫辭傳》的解釋，揭示了

這三分形態的論述結構。《易經》的作者們區分了作為書名的「易」和作為卜筮

之「道」的「易」。他們更進一步認為，卜筮之「道」與天、地、人之「道」協

調一致。也即與世界變化的宇宙大化過程相一致。這種協調一致極其重要。但

蘇軾從未將《易傳》之「道」理解為卜筮，他指出，卜筮是只有功利價值的「虛

器」。163在別處，蘇軾採納了歐陽修的觀點並寫道：「《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

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164他認為上面的引文意著，當一個人將此書

用作行動指南時，盡管他不可以離開《易經》之書，但經書與易「道」是分離

的。書是固定且有限的，而「道」是變動且無限的。

這就意味著要想真正合「道」而行，或將「道」運用於實踐之中，一個人

不可拘泥於此書。蘇軾的結論是，「道」在「遠處」或「十分遙遠」，因此人們

學習的目標就是重新建立與「道」的直接聯繫而不受固定概念與文本的阻隔。

但是不可否認，《易經》確實與「道」有關，所以在《東坡易經》六十四卦

和卦爻辭以及在《繫辭傳》的注釋當中，可以看到蘇軾怎麼解釋書與「道」的

關係。蘇軾說到，聖人們從「道」之間存在極緊密的聯繫。聖人們從未刻意表

現得仁或義。相反，他們既有同情之心，也有為名之心；當他們做某事時「是

163侯外廬等《中國思想史》第四卷第一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 584~589 頁，
其中對《蘇氏易傳》、蘇轍的《老子解》和蘇軾弟子秦觀的幾篇哲學文章做了令人信服的
比較。西方第一個評述《蘇氏易傳》的是 George Hatch，見於 Yves Hervouet 編的《宋代
書錄》（香港中文大學，1978），第 4~9 頁。當代中國正對蘇軾和中國思想史重新評價，
對蘇軾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至少有兩篇文章論述《蘇氏易傳》：前已提及的
曾棗莊 1980 年寫的論文和孔繁《蘇軾（毘陵易傳）的哲學思想》，載《中國哲學》1983
年第 9 期，第 221~239 頁。後者有很多有益的洞見。盡管《東坡易傳》先由蘇洵作注，
但 Hatch 從中幾乎沒有發現蘇洵的思想，另一方面，朱熹認為其中有蘇洵的思想，但他
卻將其視為蘇軾的道家和佛家思想成分加以批評，見王基西《北宋易學考》（台灣師範大
學 1978 年碩士論文），第 71 頁。準確地說，正如侯外廬和 Hatch 所注意到的，這些思想
成分其實對蘇軾的思想相當重要。關於朱熹對蘇軾的批評，尤其是對《東坡易傳》的批
評，見包弼德《朱熹對士人學問的重新定義》，見於 John Chaffee 和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編《宋明理學教育的形成階段》（伯克利和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89）。
蘇軾在《東坡易傳》中的思想，也出現在他後來對《尚書》的注釋中，參見 Hatch 在《宋
代書錄》中關於《東坡易傳》中對「一」及「人心」與「道心」的統一的論述，分別在
第 15 頁和第 18 頁。Hatch 的觀點與 Andrew March 的《蘇軾的自我與自然》中的很多思
想是一致的，見《美國東方學會學報》1966 年第 86 期，第 337~396 頁。

164《東坡易傳》卷七。請注意蘇軾並未死守《繫辭傳》的標準分段（哈佛－燕京學社漢學
索引：《易經》分冊）。只是為方便起見，在《東坡易傳》中對《繫辭傳》的注釋的引文
包括對某些原文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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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著於物也」。165這樣，在人類價值領域中，人們憑依他的天性處事時，就做到

「道與物接」了。

蘇軾解釋說，《易經》問世的目的就在於使「道」能夠為人瞭解。事實上，

經文本身的繁複多樣表明人們的努力更加細致地描述「道」，並試圖揭示「道」

對人類行為的意義。以下引文中加引號的字出自《易經》：

夫道之大全也，來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

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以「物」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

為不足而斷之以「辭」，則備矣。「名」者，「言」之約者也，「辭」者，

「言」之悉者也。……夫「言」者，取眾人之所知之以況其所不知。166

有《易經》中，盡管不同解讀層次表達各異，但它們的目的是一樣的。但

是由於「道之大全」極難表達，這些不同解讀層次就顯得十分必要。它是所有

人「所不知」的重要存在。不過，聖人們卻是能夠表達並能用它來指引民眾的。

因此對經書的不同層次的解讀就是不斷嘗試更加充分地表達這些思想以及它們

對人類行為所隱藏的指導意義。對經文的解讀越簡要，時間過得越久，後人就

越難理解，作者們正是基於這種憂慮而作《易經》的：

此四者，蚤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當是之時，有其象而無其辭，示

人以其意而已。……聖人以後世為不足以知也，故繫辭以告之，定吉凶

以斷之，聖人之憂世也深矣。167

依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人們在行動中受此書的指引，他們的

行為也就有可能符合聖人關於「道」的思想。在蘇軾哲學中最高范疇是「道」，

而沿用漢儒和玄學的術語，特稱為「道之大全」。蘇軾說︰「夫道之大全也，

未始有名，而易實開之，賦之以名；以名為不足，而取諸物以寓其意。」（卷

八）

「道」離開《易經》之書而獨立存在，達者可以不依賴於此書而在日常實

踐中運用「道」。那麼，蘇軾所謂「道」是怎麼樣的呢？一般通常將這些哲學問

題與他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如邵雍、周敦頤、張載和二程兄弟聯繫在一起討論。

165 《道德經》第八章。
166 《東坡易傳》卷八。
167 《東坡易傳》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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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也提出了相同的問題，對於「道」的解釋，東坡不認為道體是帝是神，抑

或是物是氣；可見東坡的思想並不依循有神論，也不贊同唯氣論。似乎可以說

這種關係類似於西方哲學的「一與多」的問題。蘇軾設想，「多」，即世界上事

物的表面的多樣性，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它們有共同的起源，並且共同組成

一個統一的模式、過程。蘇軾同樣深刻地認識到，無論這個更加根本的統一體

由什麼構成，它都比人們能夠直接感知的具體事物或事件更加抽象也更加概念

化。東坡認為「道」是「不可見」，且「未始有名」的，它似「廓然無一物」，

卻不可謂之「無有」。在談及是什麼賦予變化的事物以統一時，他有時用「理」

這個詞來表達，「理」通常指使得事物運行或者成為它們自己的內在模式或原

理。雖然他沒有賦予「理」哲學意義上的重要性，但是他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

還是接近於程頤的用法，因為他提及萬物歸一的「理」和具體事物與事件的數

不清的「理」。（我們必須在一個更全面的範疇體系之內更好地理解「理」：從一

株具體的竹子到各種各樣的竹子、所有的竹子、所有的植物以及天地，都是有

「理」的；因此，在這個體系中，最概括性的「理」或「事」包括所有其他事

物的「理」。）蘇軾是經由形上觀照而得的一個宇宙大共相，其中並不含具任何

主觀的道德意義與價值判斷。此與程朱理學所以肯定「理」為「所以然」及「所

當然」之價值根源者不同。

其實，蘇軾在許多情形下沒有使用「理」這個詞，但這絲毫沒有妨礙蘇軾

指出理念、關係、發展模式等等的存在，用以說明特定實例的多樣性，能夠在

這一層次上理解「理」是極其重要的，但蘇軾卻沒有清楚表達這層理解的本質

意義。在一些情況下，他認為這層理解是知性知識的一種形式，能夠被清晰地

解釋和定義，但是在別的情形下（尤其是當他處理更加抽象和內在的層次之

時），他暗示這一層次的理解只能直覺地「得」，但無法從知性上「知」。在蘇軾

看來「道」和這個變化的世界上的所有具體事物是有關係的。〈繫辭上傳注〉所

說的：「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之吉凶之生於相形。」（卷七）萬

物的消長、強弱、大小、高低、善惡、美醜、吉凶、得喪、躁靜、虛實、同異、

離合、成毀、興廢……等，都可說是同在此種「相反相成」的對立通一原則下

進展著的。這正是因此，一切變動不拘的、對立不一的現象，都只不過是宇宙

生化流程中所暫時顯露的表象，而不是永恆不變的真象。欲識真象，只有超越

表象，探其所本，透過陰陽「相反相成」的對立通一原則，把握到那個超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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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在的形上之「一」，這樣才不致為萬象的繁複流變所亂。所以，東坡一直強調

著說：

晝夜相反而能通之，則不為變化所亂，可以知之。（卷七〈繫辭上傳注〉）

夫出於一而至於無窮，人之觀之，以為有無窮之異；聖人觀之，則以為

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

明也，而已為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

二觀立，無往而不一者也。（同上）

不以貞為觀者，自大觀之，則以為小；自高觀之，則以為下。不以貞為

明者，意之所及則明，所不及則不明。故天地無異觀，日月無異明者，

以其正且一也。（卷八〈繫辭下傳注〉）

蘇軾認識到，萬物歸一的觀念事關信仰。人可以設想統一的存在，但我們

舉目所及都是具體事物層面上的變遷不息。然而，相信萬物歸一又是至關重要

的，他是人們相信一個和諧的人類社會目標的堅實基礎。

又說：

致，極也。極則一矣；其不一者，蓋未極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

之繩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慮皆得也。夫何思何慮？（同上）

甚至直截了當地說：

易簡者，一之謂也。（卷七〈繫辭上傳注〉）

易將明乎一。……唯通二為一，然後其一可必。（卷八〈繫辭下傳注〉）

唯「通二為一」、「通變為同」，然後宇宙的究極真理與形上律則——「一」，

才可把握。《莊子‧齊物論》篇有云：「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

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

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道通為一。為達者之通為一。……已而不知其

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德充符〉篇亦云：「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莊子這種「道通為一」、「萬

物皆一」的觀點，顯然就是東坡上文所說的：「二觀立，無往而不一」；「故天地

無異觀，日月無異明者，以其正且一也」；「其不一者，蓋未極也，致極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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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則東坡〈赤壁賦〉所標舉的人生哲學——所謂「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便不難理解。

蘇軾不認為局部利益是一個社會治秩序的惟一可能的基礎，也不認為學者所能

期望的最好結果不過是盡可能地平衡各種利害。關於這個根本統一性，蘇軾極

力避免陷入王安石的觀點，認為一切事物的真正作用在於它是整體的一部分，

每一事物的意義總是相對於其他一切存在而言才能說明的，此外它沒有別的意

義。

蘇軾反對謂「道」具特定內涵的說法。在他的心目中，「道」似乎是神秘而

不可知的。所謂「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似也。」這話便很

玄。既然是「無一物」了，為什麼不能稱它作「無有」？那麼，這樣依個「似

無而非無」的道，究竟應該如何把握呢？〈繫辭傳注〉說：

且此有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問而制其予奪

哉？（卷七）

貞，正也，一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夫貞之於天下

也，豈求勝之哉？故勝者，貞之衰也，有勝必有貞，而吉凶生矣！（卷

八）

「道」或「道之大全」仍即佛學中雙遣有無的抽空了的本體，這是說明宇

宙的本體，不是智者經由學問的思辨可以認知的，也不是聖人憑其道德意志可

以制其予奪的。他引用《老子》三十九章「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的話，以「一」

指道，也以「一」解貞、正。認為一（貞、正、道）之於天下，是超越勝負吉

凶相對關係的。可見東坡所說的「貞一」、「道一」，就如老《莊》筆下的「道」

或「自然」，必須游心於是非利害之外，在超越心靈與忘化境界中，完全地無執、

無累、無心、無我，才能觀照得明白。以下數段〈繫辭傳〉的注文，也可進一

步看出東坡對道體之「一」的描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為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卷

七）

夫茍不生，則無得無喪無吉無凶。方是之時，易在乎其中而人莫見，故

謂之道，而不謂之易。（卷七）



第五章 《東坡易傳》的宇宙觀- 107 -

- 107 -

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始開之，賦之以名。（卷八）

君子之於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已然而然矣。

（卷八）

然而，「道」既然不具特定內涵，那麼聖人作為一個行動的人，在他行動時

不需要僵化的原則，他不加思考而行動自然。他直接行動──思考時不帶成見，

行「道」或處世時，也不故意運用什麼規範。正如蘇軾所說：「至一則無我。」
168他解釋道，這樣行動意味著他絲毫沒有私「心」，也就是說，他不為了特定的

或狹隘的私利而行動。「凡有心者，雖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則無信矣，夫無信者

豈不難知難從哉」。169聖人保持著這種狀態，「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無心爾」
170。

聖人與「道」合一完成了自己的世俗使命。他不用仰賴前人的觀點去看待

事物。因而他總是自然而然地認識了事物內在的「理」。

夫無心而一，一而信，則物莫不得盡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

死者不怨，無怨無德，則聖人者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一有心於其間，

則物有僥幸夭枉，不盡其理者矣……則吾……雖欲備位可得乎？171

聖人自然而然的直接行動保證了萬物自然發展。蘇軾相信其在一個根本統

一體，它由天下萬物共同組成，若任萬物自然發展，萬物都會自得其所。但人

非生而為聖人。他們有自己的意志，會按自己的想法做事，而且他們被紛繁的

世界所迷惑，害怕保持純真本性成為他們自己。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與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亂之，

禍福劫之，所不可知者惑之。……夫苟無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172

那麼，人們到底怎麼才能返回天性之道？有一種方法是，相要成為聖人

就必須斷絕自己與外物的聯繫，好領會與天地融為一體的那種感覺。蘇

軾從認為有自己的意志是成為聖人的必由之路。

168 《東坡易傳》卷八。
169 「兩」及類似術語的兩種用法，參見《東坡易傳》卷七，卷八。
170 《東坡題跋》卷一，《跋荊溪外集》。
171 《東坡易傳》卷一。
172 《東坡易傳》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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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林麗真老師在其《義理易學鉤玄》也提到，道體的內涵特質論，它

根本無所謂得喪吉凶，或是非好壞，也不落形跡，也不可言狀，故可說是近乎

「至虛極於無」的虛無狀態。東坡說「道一」、「理一」、「本一」、「貞一」、「易

將明乎一」，蓋以「一」稱「道」，並指為宇宙的本體，萬物的形上根據。也可

以說東坡思想中的道體，乃是「有物之先」的「不用之一」，有時又可稱為「道

之大全」或「易之太極」。若就但就此一所具的性能論，它卻是化生宇宙萬物（由

一生二以至無窮）的根源。故好似廓然無一物，卻不可謂之無有，東坡只好勉

強以「一」稱之。因為「一」字可以同時兼具至簡義、不二義、初始義、究極

義、大全義、無差別相義等。故藉「一」，可以說明至簡不二的道體具有「先天

地生」的邏輯先在性，以及「未始有名」而「人莫之見」的超越性；另方面也

表明宇宙的太始狀態，原是那樣的寂兮寥兮、非有非無、廓然大公、混沌齊一。

其「一」的內涵特質，與通、同、齊、大、全義近，又有同然、全然、超然、

自然之旨。並且超越時空限制的一種抽象理念，因此，人不能根據學識或道德

來把握，必須透過無我之心，在超然境界中來觀照。這種見解主要是依承道家

的自然哲學而有的。故此「一」，顯然不是「空無」，但也不是具體的「實有」，

而是處在一種「通」、「同」、「齊」、「大」、「全」，以及「無待」、「無為」、「自如」、

「自然」的心境中，方能觀照到的「道之大全」。

這麼看來，《東坡易傳》中所陳述的道用之「一」，顯然受到莊子哲學相當

的影響。所不同的，似乎是東坡更懂得使用「通二為一」的辯證推理方式而已。

其實，東坡雖然已經注意到陰陽「相反相成」的對立通一原理，但他並不重視

這種「由一而二」、「由二而一」的辯證過程，反而在表明道的運作軌跡是超言

絕象、不露形跡、自然無為的。在其傳注中每有這樣的話：

萬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設位而已。（卷八〈繫辭下傳注〉）

以利言之則有變動，而道固自如也。（同上）

萬物之勝衰於四時之間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卷九〈說卦傳注〉）

乾無心於知之故易，坤無心於作之故簡。易固無所不知，簡固無所不能。

（卷七〈繫辭上傳注〉）

乾坤唯無心故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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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人的貴賤正是「必然之勢，無使之然者」，等級制度是不可改

變的。這就可以知道，唯物主義者是在必然性方面論證世界，而唯心主義者是

在命定性方面論證世界，前者可以得出世界可變的結論，而後者卻可以得出世

界永遠不變的結論。

天地之間，或貴或賤，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陳而貴賤自位矣。或剛或柔，

未有斷之者也，動靜常而剛柔自斷矣。……吉凶自生矣。……變化自見

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於其間，

雜然施之而未嘗有意也。……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同上）

這種「自生」、「自成」、「自如」、「自然」、「自位」、「自斷」、「自見」……，

以及「未嘗有擇」、「未嘗有意」、「莫或使之」、「無心故一」……等等，都是表

明道以不露形跡、虛無玄妙的型態，完成化育萬物的事功。因此，談到萬物的

生成，東坡還提出一個相當奇特的見解，認為實物界中「水」是最早派生出來

的。他說：

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無之際也，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

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于道」。聖人之德

雖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無常形，此善之上者，幾于道矣，

而非道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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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水是液體，是流動性的，是無常形的，它不囿於一物，能隨外在環境

而往來屈伸。——這種特質，好像比較接近道的虛妙玄通性，所以東坡認為水

是「始離於無而入於有」的第一種東西。而且為了說明這種看法，它還引用「天

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的陰陽數術理論，又參證以「甘水」、「真液」等金丹

方術的經驗，標榜「水」的特質與地位173，這恐是受傳統黃老道教說法的影響。

我們若撇開其中所攙雜的道教說法不論，特就東坡思想的基本取向看，則從他

173 蘇軾標揚水德，甚或雜揉數術方士之論以為說，此可參見《東坡後集》中的幾篇文章；
如〈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敘〉云：「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卷九）〈續養生論〉云：
「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卷九）〈天慶觀乳泉
賦〉云：「物老死於坤而萌芽于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于身
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洟、為血、為溲、為丘、為涎、為沫，此數者
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于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為
華池之真液下湧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
長生不死之藥也。」（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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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言「水德」的觀念中，似乎可以了解他所描述的道，乃是以「虛妙玄通」為

相的。

宇宙生成論是《東坡易傳》的一個基本主題，在有如何生於無、有與無的

關係上，蘇軾並不像《老子》那樣認為「有生于無」，而是將運動看成是有與無

之間聯繫的方式，將道的本質規定為運動，即「易」。就道用顯之相說：東坡強

調萬物皆自生自成。則乃是表明道用的週全博大與道相的神妙無方。蘇軾在解

釋”生生之謂易”時說：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茍不生，則無得無喪，無吉無兇。方是之時，

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

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

不謂之道。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設，則無以交于事物之域，而盡

得喪吉凶之變。174

「無得無喪，無吉無凶」的「道」是人的經驗感受不到的，人所能感受到

的，是「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的「易」。就道用的運作規則說：東

坡陳述萬物皆「出於一」、「本於一」、「歸於一」。此「一」乃是指一種既超越於

物上；又內在於物中的形上律則。更明確的說：當它用以說明萬物的生化流變

時，此「一」實指陰陽所以具有「相反相成」性的對立通一原則。聖人作《易》，

是為了「盡得喪吉凶之變」，因此，「道」不是僵硬的，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

無時無處不與人共存共生著的「易」。更應該看到的是，「得喪吉凶」是人的情

感判斷和價值判斷，因此，「易」也就必然導源于人的情感。蘇軾在評論散文、

詩歌、書法和繪畫時也提到，人可以不斷地認識宇宙大化過程，若是相信通過

對變化世界的特定事件做出特定反應，「道」就能最好地運用於實踐，在蘇軾那

裡，「道」與「一」是同一個概念，像對待「道」的態度一樣，認為「一」是「不

可執」的，他說：「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

則幾矣。」（卷七）如果懂得了「一」「不可執」而「莫之執」，也就差不多了。

既然這個無善無惡、無止無動的抽象的「一」是不可捉摸的，蘇軾就採取了存

而不論的態度，那麼，什麼才是「可執」的呢？只有具體的事物、活生生的情

感才是可以把握和依靠的。

174 《東坡易傳》卷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