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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論文對周易《大象傳》文本之成書年代、作者、及學派歸屬等問題，以及

其文本內容之結構形式、體制慣例、詮釋規則等問題，進行分析及論證。以探討

《大象傳》之詮釋方法及所承載的哲學思想。 

為了擺脫傳統易學視經傳為一整體的限制。研究中將《大象傳》定位為“被

收錄於《周易》之中的一份獨立的文本＂，而非“《周易》篇章的一部份＂。這

個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很可能因為過份要求經與傳之間，以及傳與傳之間的

融通與不可分割，而使得在“將大象傳說清楚＂的研究工作上，遭遇到極大的困

難。同時，為了貫澈上述主張，也為了讓立論能有一個穩固的基礎，研究工作是

在以“三個預設＂為條件之下進行的。這三項預設條件分別是：（一）視《大象傳》

為獨立之文本。（二）《大象傳》與《易經》間之直接連繫，僅在於卦名及卦畫。（三）

《大象傳》之著作背景為周代的華夏文明所處的地區。整個《大象傳》的討論，

就以此三預設為前提，蒐集材料，展開論證。 

在學術回顧方面，首先針易學之傳承及現況，做一概要整理。並依不同的代

表性，挑選九位《大象傳》之詮釋學者。包括王弼、孔穎達、歐陽修、朱震、程

頤、朱熹、王夫之、高亨、陳鼓應等，逐一檢視其對《大象傳》詮釋的態度，以

及對《大象傳》詮釋的特色。以相互比較印證，並據此提出四個《大象傳》研究

的論題，以作為本論文後續探討之對象。 

本研究之核心工作在對《大象傳》之著作體例提出“四轉換說＂。以說明大

象傳如何經由四次轉換，將卦畫轉換為格言。四轉換分別為：（轉換一）將卦畫傳

成卦圖象；（轉換二）將卦圖象轉換成前句；（轉換三）將前句與卦名結合，並賦

予該卦人文意義；（轉換四）將該卦之人文意義轉換為對君子的啟示格言。此外亦

將轉換的規則完整列出，並清楚定義。而且依循此四轉換及規則，對六十四卦逐

一驗證，以確定此“四轉換＂的正確性及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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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思想方面，為了避免過於強勢地採某些預設立場來說大象傳的思想，

乃對《大象傳》六十四句短文，依作用性質及要求內容進行分類，並作交叉分析。

以求對其思想內容能有較深入的，較整體性的掌握與理解。並以此對大象傳的天

概念，仁概念，及所蘊含之儒、道、法思想進行探討。 

本論文亦對《大象傳》相關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這些問題包括：作者問

題、著作年代問題、及與儒家之關係問題。有關大象傳作者問題，本研究主張，

在沒有直接證據顯示其為真，或充份回答質疑者之問題之前，不宜將“大象傳為

（或不為）孔子所作＂視之為真理，而有所推衍主張。有關大象傳著作年代問題，

本研究，主張大象傳早於孔子說。並舉出四條佐證，其中前兩點整理自相關文獻，

另兩點為本研究之創見。有關大象傳與儒家之關係，本研究主張，《大象傳》之思

想與儒家思想均繼承周文之精神，故思想相通。但不支持《大象傳》為儒家著作，

應以儒家思想詮釋《大象傳》之主張。 

 

關鍵字：周易、易經、易傳、十翼、象傳、大象傳、儒家、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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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周易》，或稱《易》1，是為群經之首2，其於中國哲學思想之重要性及關鍵

性自不待言。《周易》之內容由《易經古經》及《易傳》3兩部份所組成。〈大象傳〉

即《易傳》十篇4中之一篇。本論文即針對〈大象傳〉之成書、體例、及思想，進

行研究。所謂“成書＂，主要在探討〈大象傳〉著作本身之成書年代、作者、及

學派歸屬等問題。所謂“體例＂，主要在探討〈大象傳〉文本之結構形式、體制

慣例、詮釋規則等問題。而最終之目的，當在探討〈大象傳〉所承載的哲學思想。

〈大象傳〉作者究竟說了什麼？想要說什麼？作者若在現代，又應該如何說？這

些都是〈大象傳〉研究應予面對的問題。 

上述的這些研究是息息相關的。若欲恰當的重現〈大象傳〉所傳遞的思想內

容，必須先決定要採取何種態度來看待〈大象傳〉，以及採取何種方式來解讀〈大

象傳〉。而這些閱讀態度及方式的選擇，其實就關係到我們對〈大象傳〉成書背景，

與文本體例的認識。 

傳統有關〈大象傳〉的討論，受限於“人更三聖，世歷三古＂5之說，視《周

易》經傳為一整體，強調經與傳之間，以及傳與傳之間的融通而不可分割。這樣

的立場，往往模糊了〈大象傳〉的本來面目，使得在研究上產生了一些不必要的

困難。本論文以為，〈大象傳〉固然是《周易》經傳的一部份，但是有關大象傳之

成書、體例與思想之研究，並沒有一定須與《周易》經傳之其他部份取得一致性

 
1 《周禮‧春官大卜》「掌三易之法，一曰連山，二曰歸藏，三曰周易。」。嚴格來說，“易＂有連

山、歸藏、周易之分，周易只是三“易＂之一。因連山、歸藏均已亡佚，故稱《周易》為《易》，

而無混淆之虞。 
2 《四庫全書》之編纂，以易類為經部第一。 
3 習慣上亦常稱《周易》為《易經》，本論文為了討論上的需要，稱《周易》之經文部分為《周易

古經》或《易經》，稱十翼部份為《易傳》。《易經》及《易傳》合稱為《周易》，或《周易》經傳。 
4 《易傳》傳統分上下〈彖傳〉二篇、上下〈象傳〉二篇、上下〈繫辭傳〉二篇、〈文言〉、〈說卦〉、

〈序卦〉、〈雜卦〉各一篇。共十篇。漢人視此十篇為《周易古經》之羽翼，故亦稱“十翼＂。本論

文依照朱熹之觀點，將〈象傳〉二篇定為〈大象傳〉及〈小象傳〉，仍為十篇。若將上下〈彖傳〉

合為一篇，上下〈繫辭傳〉合為一篇，其實《易傳》可分解為八篇獨立之著作。 
5 《漢書‧藝文志》「故曰易道深矣，人更三聖，世歷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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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更不宜混為一談。也就是說，本論文將〈大象傳〉視為“被收錄於《周

易》之中的一份獨立的文本＂。“大象傳為獨立的文本＂是本論文最重要的一項

預設。以下的討論，都是在這樣的預設下進行的。 

《周易古經》傳世，迄今近三千年。傳統易學兩派六宗6，在“人更三聖，世

歷三古＂的大旗幟下，包容兼蓄，各自有所發揮。眾說紛紜而莫衷一是。然而由

於尊古泥古的立場，以及方法上的欠缺。傳統易學研究常訴諸情感而非證據。所

立之易學諸說往往流於獨斷，或語意含混，使《周易》之本來面目多有遮掩，紊

雜不明。今之學者，有較開放的學術風氣，以及較佳之治學方法工具，故能於易

學有所創新，不受古人束縛。近代百年來，大量出土文獻所提供的新材料，更有

助於易學之研究，尤其是在《周易古經》及《易傳》原貌的重建與呈現方面。本

論文即嘗試以〈大象傳〉為對象，純就文本內容，不依仗“人更三聖＂之說，更

不以“聖人之言＂為權威。期望能以更理性的態度，更嚴謹的方法，對〈大象傳〉

之文本及其詮釋，提出新的，更清晰的，更融貫的觀點。並以此呈現〈大象傳〉

可能的原初面貌。 

《大象傳》去除標點符號，全文共計８７３字。對應於易經六十四卦，由六

十四則短文所構成。其內容簡明扼要，且極具規則性。以屯卦為例，屯卦《大象

傳》全文僅「雲雷屯君子以經綸」八個字。最長者為泰卦，「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不過二十二字。 

由於六十四則短文中，五十三卦見“君子＂其餘諸卦亦關乎“先王＂，“大

人＂等，故一般對《大象傳》之理解，往往釋之以六十四則教條。對某一卦之詮

釋重點，即在“君子觀此卦，應如何如何＂，並在“如何如何＂中，抒發己見。

本論文對《大象傳》的詮釋重點，則不在此六十四則教條，而在卦畫、卦象、卦

名、及教條之間的連繫。仍以屯卦為例，屯卦之卦畫    及卦名“屯＂來自

                                            

   2

6 參考《四庫全書．總目》〈易類〉序「易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此兩派六宗已互相

攻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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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經》，或說卦畫及卦名是《大象傳》與《易經》連繫的臍帶。「雲雷屯君子以

經綸」則為《大象傳》對此卦畫及卦名的發揮。卦畫如何與“雲雷＂連繫？“雲

雷＂又如何與卦名“屯＂連繫？“雲雷屯＂又如何與教條“君子以經綸＂連繫？

是為本論文欲討論重點。 

今之學者對大象傳的探討，除了義理詮釋外，亦多有關於《大象傳》著作本

身之一些爭論。包括《大象傳》是否為孔子所作？成書之時代背景為何？是否為

儒家之著作等。例如戴璉璋先生之《易傳之形成及其思想》(1989)7，李學勤先生

之《周易經傳溯源》(1992)8，陳鼓應先生之《易傳與道家思想》(1996)9，黃沛榮

先生之《周易彖象傳義理探微》(2001)10，及廖名春先生之《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

論》(2001)11等。諸作品對於上述問題，雖或觀點不同，然均有十分精湛之討論。

本論文亦試圖於上述著作之基礎上，繼續努力。並依本論文對《大象傳》著作體

例之理解，嘗試提出一些新的觀點。 

在研究方法上，本論文主要使用科學研究上常用的假說演繹法(hypothetical 

deductive method)。針對問題，先提出解釋問題的假說，根據假說進行演繹推理，

再通過實證，檢驗演繹推理的結論是否正確。由於《大象傳》乃人為之著作，並

非自然界之產物，亦無法以實驗方式反覆觀察求證。故此處所謂之實證，主要來

自《大象傳》文本以及相關文獻上的證據。然而這類的證據，亦非絕對性。許多

地方有賴於人對此證據的解釋。各家解釋更關係到解釋者對問題的主觀態度。例

如在上述有關大象傳的一些爭論，相同的證據，隨著詮釋者對《大象傳》成書所

持立場之不同，而可能有不同的解釋12。也就是說，面對相同問題及文獻，學者可

能因為對《大象傳》預設立場之不同，而有不同的結論。但是各家學者對自己的

 
7 戴璉璋：《易傳之形成及其思想》，臺北市：文津出版社，1989 年。 
8 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長春市：長春出版社，1992 年。 
9 陳鼓應：《易傳與道家思想》，北京：新知三書店，1996 年。 
10 黃沛榮：《周易彖象傳義理探微》，臺北：萬卷樓圖書，2001 年。 
11 廖名春：《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濟南：齊魯書社，2001 年。 
12例如，在《易傳》作者問題上，《論語．述而》「五十以學易，可以無大過矣。」，與「五十以學，

亦可以無大過矣。」的爭論就是最好的一個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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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預設立場，可能有所交待，亦可能視為當然而不作交待。唯此乃吾人於參考

相關文獻時須予以注意者。 

以此，本論文所採假說演繹法的應用，可分個兩面向來看，一是從學者論證

的過程中，分析歸納出其預設之立場。一是以其預設立場為基點，歸納分析其論

證特點。至於本論文所持自各項論點，亦當力求完整交待係基於何種預設立場之

下，所推得之結論。以免流於偏頗而不自知。 

在具體內容方面，本論文共分八章。除本章緒論對題目、企圖、方法、及預

期成果略做介紹外，第二章泛論易學之傳承及現況；第三章從易學史的角度整理

大象傳相關研究及論題；第四章論大象傳解卦之體例；第五章對大象傳六十四卦

逐一詮釋；第六章分析大象傳所蘊之哲學思想；第七章為問題討論；第八章則對

本論文之重要觀點研究成果作一總整理，並賦以結論。 

在第二章，易學之傳承及現況，主要針對易學之傳承做一概要整理。首先針

對《周易》經傳傳世之文本，進行討論。包括成書過程，及演變之關鍵等。再對

易學之傳承，分傳統及近代兩個部份，予以摘要整理，以觀察其重要學派及變化

趨勢。與傳統易學相比較，近代易學最重要的改變，當在思想上，不再受官方之

學及所謂聖人之言的箝制。並在方法及視野上，能借重西方之科學精神及研究方

法。更關鍵的是，在考古的發現上，出土文物如甲骨文、金石文、帛書、竹簡等，

提供了大量先秦及漢初的文獻及器物，使易學研究工作，在與古代文字及思想的

演變及串接上，能有各類新的材料及線索。近代易學研究因而能突破古人的籓籬，

有所創新。 

第三章則針對《大象傳》文本，進行較廣泛及且深入的整理，包括大象傳簡

介，大象傳之體例，大象傳詮釋之預設，大象傳詮釋觀點之比較，及大象傳研究

之相關論題等。在大象傳詮釋之預設觀點上，本論文對《大象傳》之成書，提出

五項可能之預設。分別為（１）易歷三聖，經傳一體。（２）《易傳》為孔子所著。

（３）〈彖傳〉〈象傳〉為孔子所著。（４）大小〈象傳〉為同一著作。（５）〈大象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一章 

   5

                                           

傳〉為儒家著作。對這些預設，不同的學者有不同接受程度。大體而言，越早期

的學者，越有全面接受的可能。越晚近的學者，接受的程度越低。而接受與否，

將影響該學者對〈大象傳〉詮釋的態度。 

本章亦依不同的代表性，挑選九位《大象傳》之詮釋學者。包括王弼、孔穎

達、歐陽修、朱震、程頤、朱熹、王夫之、高亨、陳鼓應等，逐一檢視對上述預

設的接受程度，對《大象傳》詮釋的態度，以及對《大象傳》詮釋的特色。以相

互比較印證。最後，本章針對以上對《大象傳》之檢視，提出四個《大象傳》研

究的論題，以作為本論文後續探討之對象。包括：《大象傳》之思想內容問題，《大

象傳》之成書問題，《大象傳》與儒家之關係問題等。 

第四章針對《大象傳》解卦體例進行探討。此章基於本論文對《大象傳》之

預設前提，提出假說。這些假說包括：大象傳對經卦與物象之間的轉換規則，對

二經卦上下關係的處理規則，以及對卦畫，卦象，卦名，教條訓戒之間的轉換規

則等。本章並包括這些假說背後，本論文對《大象傳》成書背景所作的一些預設。

對這些預設僅視之為合理的，不與事實矛盾的信念，並不給予證成。但對相關之

假說，則將於下一章，針對六十四卦，逐一予以驗證。 

第五章針對《大象傳》六十四則短文，引用第四章之假說，逐一說明並驗證

假說之可行性。同時，也針對前賢的解讀提出比較與批判。比較的文本，主要以

孔穎達《周易正義》13，程頤《易程傳》14，高亨《周易大傳今注》15，及陳鼓應，

趙建偉《周易注釋及研究》16為主。並視需要，亦參考比較王弼、朱震、朱熹等說。

經由第五章的整理，本論文大體已對《大象傳》之體例及詮釋有一定程度的掌握，

並對古今《大象傳》詮釋之演變與異同，有一定程度的認識。 

第六章針對大象傳之思想內容進行討論。為了讓討論能有較大的客觀性，本

 
13 ［唐］孔穎達疏，李學勤主編：《周易正義》，臺北：台灣古籍，2001 年。 
14 ［宋］程頤《易程傳》，收入楊家駱主編：《易程傳，易本義》，臺北市：世界書局，1962 年。 
15 高亨：《周易大傳今注》，濟南：齊魯書社，2009 年。 
16 陳鼓應，趙建偉：《周易注釋及研究》，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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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對《大象傳》六十四條教條或格言，進行分析，分類，統計，及比較。以具體

把握格言之述說對象，及其中之價值意識分佈。並以此為基礎，討論大象傳中之

天概念、仁概念，積極進取的人文精神，以及所蘊之儒家，道家，法家思想。 

第七章問題討論，是為本論文之重點。主要在對第三章所提出之問題提出討

論。針對問題，先敘述目前學者研究之重要成果及爭論點，再以本論文第四章，

第五章，第六章之觀點，予以補充、質疑，或另創新說。在《大象傳》之作者問

題上，主張《大象傳》出於孔子之說有爭議，只能視之為假說，不宜視之為理所

當然。在大象傳之著作年代問題上，主張大象傳成書於孔子之前，並提出四項證

據。在《大象傳》與儒家之關係問題上，主張《大象傳》思想直接繼承周公，未

必出於儒家，但與儒家相合，與道家之關係則較淡，應出於儒道未分之時。 

《大象傳》究竟成書於何時？何人所作？為何而作？實屬歷史問題。而歷史

的真象，除非斬釘截鐵的歷史證據出現，否則永遠只是一個假說，是無法確證的。

我們唯有在假說之中，考慮其單純性，明晰性，一致性、完整性、融貫性，及解

釋之有效性等，以做選擇。本論文對《大象傳》體例及詮釋進路之相關假說，考

慮上述各因素，應該具有一定程度的參考價值。此是為本論文所期望得到成果。  

在符號使用的慣例上。本論文以《．．．》表示獨立之書籍，〈．．．〉表示

書籍中之篇章或表格，以(．．．)表示補充說明，「．．．」表示引文。對“大象

傳＂一書，由於本論文視其為獨立之文本，故應稱之為《大象傳》。但有時為了表

示其為《易傳》中之一篇，故亦稱為〈大象傳〉，或為了敘述上的流暢感，不加任

何符號，逕稱之為大象傳。 

另者，雖然習慣上亦常稱《周易》為《易經》，本論文基於區分“經＂及“傳＂

的觀點，稱《周易》之經文部分為《易經》或《周易古經》，稱十翼部份為《易傳》。

《易經》及《易傳》二者合稱為《周易》，或《周易》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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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易學之傳承及現況 

２.１ 周易經傳之傳世文本 

《周易》經傳之傳世文本，以《四庫全書》所收錄者為例，今之常見者有王

弼《周易注》、孔穎達《周易正義》、程頤《易程傳》(伊川易傳)、朱熹《周易本義》

等。其中以王弼《周易注》成書最早1，若略去各家注疏，但考其《周易》經傳本

文之出處，其實均源出於王弼《周易注》。 

《周易正義》即以王弼《周易注》之王韓本2為基礎，於其上作疏。而《周易

正義》為唐皇帝詔令編纂頒布，為官方統一經學之用。自此之後，漢、魏、晉之

其他易經版本遂漸亡佚3。《易程傳》經傳部份之內容及編排，亦與王韓本同。王韓

本採“合經傳為一＂方式，對《周易》經傳作重大改造。將原屬《易傳》中的〈彖〉、

〈象〉、〈文言〉部份，加入《周易古經》經文中。為避免混淆，又於各條冠上“彖

曰＂、“象曰＂、“文言曰＂以示區別。從此便成為後世通行的編次，即今天《周

易》的基本體例。有關王弼《周易注》文本之產生過程，《四庫全書．總目》有所

交待曰。 

自鄭元傳費直之學，始析易傳以附經。至弼又更定之。說者謂，鄭本如今

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弼所割裂。然鄭氏易注至北宋尚存一卷。《崇文總目》

稱存者為：〈文言〉、〈說卦〉、〈序卦〉、〈雜卦〉四篇。則鄭本尚以文言自為

一傳，所割以附經者，不過〈彖傳〉、〈象傳〉。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

知全經皆弼所更定，非鄭氏之舊也。 

由此可得知，今日所流傳之《周易》內容，分下列四個階段完成。 

(1)費直之前，《易經》與《易傳》為不同的著作，《易經》上、下二篇，《易傳》

 
1 《四庫全書》中收錄之易學著作，早於王弼《周易注》者，除《子夏傳》外，有《周易鄭康成注》

一卷；《新本鄭氏周易》三卷；及《陸氏易解傳》一卷。皆為宋、明、清人所輯之殘卷。《子夏傳》

則為偽中生偽，殊不可信。《四庫全書》曰「今本又出偽託，不旦非子夏書，亦非張弧書矣。流傳

既久，姑存以備一家云爾。」 
2 今本王弼《周易注》俗稱王韓本。東晉，韓康伯承繼王弼《周易注》之精神，於原書增補注〈系

辭〉、〈說卦〉、〈序卦〉、〈雜卦〉部份。王注與韓注原本各為單行，唐時合而為一。 
3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易類一，周義正義十卷「至穎達等奉詔作疏，始崇王注，而眾說皆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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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篇4。 

(2)費直時，始將《易傳》附於《易經》之後，視為一書。 

(3)鄭玄在編排上做了一些更動，將〈彖傳〉、〈象傳〉割裂。分別附於六十四

卦之卦辭及爻辭之後。 

(4)王弼再將〈文言〉割裂。附於乾、坤二卦之後。此即今本之面貌。 

南宋呂東萊、朱熹等，反對王弼等“合經傳為一＂的編排。朱熹之《周易本

義》即循古意，改採經、傳分離的方式。《四庫全書》中收錄《原本周易本義》十

二卷，及《重刻周易本義》四卷。並於〈提要〉中說明「宋朱子撰是書，以上下

經為二卷，十翼自為十卷。 」是為前者。「永樂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裂，

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復淆亂。」是為後者。其中原委，顧炎武《日

知錄》所敘最詳5。 

前漢六經與傳皆別行，至後漢諸儒始合經傳為一。自漢以來為費直鄭玄王

弼所亂，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

始依古文。故於周易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諸儒所亂。近世晁氏始正其失，

而未能盡合古文。呂氏又更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復孔氏之舊云。洪武

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易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樂中，修大全，

乃取朱子卷次割裂附之程傳之後。  

大儒如朱熹者，其易學著作，縱有心反對經傳不分之傳統，亦難與之抗衡。

而終以“合經傳為一＂的面貌呈於今世。王弼引傳入經的巨大影響力，於此可見

一斑。 

綜合以上分析，王韓本的產生，對後世之易學研究至少有下列兩點： 

(1) 官學力量，造成《周易》版本一線單傳，而缺乏文獻比對校勘的材料。 

(2) 經傳合一，造成《周易》在詮釋上，以傳解傳，經傳互解，經傳不分

的傳統。 

 
4 《漢書‧藝文志》「易經十二篇，施、孟、梁丘三家。」；顏師古注「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5 顧炎武《日知錄》卷一，〈三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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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局面，直到二十世紀思想上的解禁，及七十年代帛書本出現6之後，才具

有將此影響徹底擺脫的力量。 

２.２ 傳統易學傳承摘要 

《周易》經傳之著述傳承，在易學傳統上，有「易道深矣，人更三聖，世歷

三古」之說7。即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周易，而孔子作易傳(十翼)。秦火時，《周易》

因被視為筮卜之書，而得以流傳不絕。 

傳統易學有兩派六宗之說。《四庫全書．總目》〈易類〉序曰： 

易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諸占，蓋猶太卜之遺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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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而胡瑗、程子，始

闡明儒理。再變而李光、楊萬里，又參證史事。易遂日啟其論端。此兩派

六宗已互相攻駁。 

“兩派＂指象數派和義理派；“六宗＂則指以易說占筮者，如《左傳》所記

之太卜。以易說禨祥讖緯者，如孟喜、京房。以易說天地造化者，如陳摶、邵雍。

以易說老莊玄學者，如王弼、韓康伯。以易闡明儒理者，如胡瑗、程頤。以易參

證史事者，如李光、楊萬里。六宗實際上可歸屬於兩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

可歸屬於象數派，老莊、儒理、史事三宗可歸屬於義理派。 

有關於兩派六宗的區分，可進一步做如下之理解： 

(1) 針對象數派、義理派之區分： 

何謂“象數＂，何謂“義理＂？“象＂、“數＂、“義＂、“理＂之內容如

何？學者之解釋或有不同，但在基本上「易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象數

派說易的旨趣在“推天道＂，而義理派說易之重點則在“明人事＂。除此之外，

 
6 於本論文４．２有進一步說明。 
7 《漢書‧藝文志》「宓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類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

紂在上位，逆天暴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行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易六爻，作上下篇。孔

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易道深矣，人更三聖，世歷三古。及秦燔書，而

易為筮卜之事，傳者不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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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卦畫與卦爻辭的連繫關係上，象數派較重視卦畫與卦爻辭的連繫，甚至要求

每一字詞都要能在卦畫上找到對應關係。相對的，義理派則較重視卦爻辭意義的

發揮。 

(2) 針對象數派下之區分： 

對象數派下的占卜、禨祥、造化三宗而言，禨祥即漢之象數易，而未必須言

及禨祥。造化即宋之圖書易，至於占卜一脈，只要依《周易》卦畫或卦爻辭占斷

凶吉者，皆可謂之占卜，倒未必是以象數說易者。例如《左傳．襄公九年》穆姜

占得隨卦，以體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釋元、亨、利、貞，並預測自

己將死於東宮8。穆姜之占並未以象數說之。再如朱熹《周易本義》即設〈筮儀〉

專章，詳說占筮之設備、程序及禮儀。在卦爻辭的解釋上，亦多有站在占者立場

而說者。但一般不將朱熹歸於象數派。    

(3) 針對義理派下之區分： 

對義理派之老莊、儒理、史事三宗。在老莊方面，雖然王弼等或有援老入易

之處。但大體上引儒之處仍多，說老莊處則相對較少。或許我們只能說，王弼《周

易注》有雜揉攙合道家思想之處，而不為純正之儒家趣向9。在史事方面，如楊萬

里等，仍採儒理說易，只是多以史事參證而已。故嚴格來說，《四庫全書》歸之為

義理派者，多以人倫綱常說易，尤其是在易傳的詮釋上，仍是以儒家為主。三宗

只是儒家純正程度上的差異。真正以道家或以歷史為主軸說易之義理者，如下節

所示，恐怕要到近代才會出現。 

近代學者對易學的流派，作了更細緻的分類。例如廖明春，康學偉，梁韋弦

 
8 《左傳．襄公九年》「姜曰：亡，是於周易。曰：隨，元亨利貞，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

會也，利，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禮，利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然故不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亂，固在下位，而有不仁，不可謂元，不靖國

家，不可謂亨，作而害身，不可謂利，棄位而姣，不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豈

隨也哉，我則取惡，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9 亦有認為王弼在本質上，與儒家持不同之態度者。例如：謝大寧〈易詮釋與家派〉「同樣是在詮

釋易經，王弼通常就是把對易卦的詮釋放在人情事理的隱喻脈絡下，它和朱夫子之將自己的易卦詮

釋放在道德倫理的隱喻脈絡，就有本質之不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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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著之《周易研究史》，將兩漢易學研究分為三個傾向10。一是以孟喜、焦贛、京

房為代表的官方易學，即後世所稱之象數派，或漢易。以卦象、數字、卦氣、陰

陽災變等說易。一是費直之易學，以十翼釋易。注重經傳之文意，及義理之闡發，

遂為義理派之先河。另一則與道家黃老結合，以闡發道家養身及陰陽災變等思想，

如楊雄、魏伯陽等。 

魏晉隋唐之易學，則分為四個傾向11。包括繼承漢易傳統，以象數解易者，如

管輅、孫盛、李鼎祚等。及拋棄象數解易傳統，開創以老莊玄學說易之玄學易理

一派者，如王肅、王弼、韓康伯等。另有將佛教與易學結合，以易佛會通說佛理

者，如蕭衍、宗密、李通玄等。以及將道教與易學結合，繼承魏伯陽《參同契》

之說，借易學談練丹術，並為道教宇宙觀立基礎者。 

在宋元方面，受到政治上及佛道思想上的衝擊，宋代易學發展甚是蓬勃。在

象數派上，發展出圖書易學，以河圖、洛書、太極圖說易。在義理派上，視老莊

玄學解易為不當而加以排除，並致力發展以儒家思想解說《周易》經傳哲理。儒

理一派雖可謂宋易之主流，但在義理的發明上，亦因人而異。大體上，北宋有程

頤為首之理學一脈，偏重取義說。以及張載為首之氣學一脈，偏重取象說。南宋

有義理為主兼蓄象數的朱熹易學。有陸九淵、楊簡等心學之易學。亦有葉適等功

利學派注重實用的易學思想。12  

另如朱伯崑之《易學哲學史》，亦有類似的分類。朱氏將西漢易學分為官方易

學、費直易學，及道家黃老易學三派13。將東漢易學分為儒家易學傳統，如鄭玄、

荀爽、虞翻等；及道家道教易學，如魏伯陽14。將魏晉易學區分為玄學派，如王弼、

韓康伯；及象數派15。將宋明之易學，依其所蘊之哲學思想，區分為五大流派。分

 
10 廖明春《周易研究史》，73 頁。 
11 同上，133-135 頁。 
12 同上，198 頁。 
13 朱伯崑《易學哲學史》第一卷，115 頁。 
14 同上，第一卷，198 頁。 
15 同上，第一卷，316 頁。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二章     

   12

                                           

別為理學派、數學派、氣學派、心學派，及功利學派16。 

至於明、清之易學，多承繼漢、宋易學之遺緒，予以進一步的整理、闡揚、

或詰難，而較少有大幅創新之說。大體而言，明代主要在宋易之繼承，清代則在

漢易之復興。然而清代在漢易的發揚上，並非是一體全收的。對讖緯迷信的部份，

只是站在歷史的角度做敘述。其主要仍在以文獻學、考據學的方法治易。排斥宋

儒以易經作為自己哲學思想注腳之治學態度，轉而強調實事求是。可惜的是，清

代學者受限於思想上的箝制，及新材料的缺乏。雖然在精神已開始講證據、論方

法，但真正能對傳統易學有所突破，仍需待二十世紀以後。 

值得一提的是清乾隆朝《四庫全書》的編著。共收錄易類著作一百五十九部，

一千七百四十八卷。附錄八部，十二卷。內容不可不謂繁浩完備。然而《四庫全

書》在書卷的分類取捨上，仍是有所依據的。所謂「易道廣大，無所不包，旁及

天文、地理、樂律、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爐火，皆可援易以為說。而

好異者又援以入易，故易說愈繁。」17。故對於內容與易經關係較遠，或附會過甚

者，或置於附錄，如《乾坤鑿度》；或置於子部，如《焦氏易林》、《京氏易傳》、《皇

極經世書》置於術數類；《參同契》置於道家類。理由是「不以魏伯陽、陳摶等方

外之學，淆六經之正義也18」。雖然這些著作，在一般易學或易學史討論中亦常被

提及。 

總結傳統易學之學派及傳承，不論是以象數或以義理說易者，各家學說在其

背後，對易經本身，或隱或顯的，有一些不同的看法。《周易正義．卷首》即針對

易經著作本身，提出了八個議題，堪為傳統易學討論之重點19。今將之歸納為下列

三點，作為傳統易學各家學說流派，所共同關注而又彼此攻詰的焦點議題。 

（１）易經之成書：《周易》卦畫、卦辭、卦爻辭等部份之作者及時代為何？ 

 
16朱伯崑《易學哲學史》第二卷，第 8 頁。 
17《四庫全書．總目》經部，易類序。 
18《四庫全書．總目》經部，易類跋。 
19《周易正義．卷首》內分八段：論易之三名、論重卦之人、論三代易名、論卦辭爻辭誰作、論分

上下篇、論夫子十翼、論傳易之人、論誰加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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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易傳之成書：《周易》十翼是否為孔子所作？或哪些為孔子所作？若不為孔

子所作，則作者及成書時代背景為何？ 

（３）易經之性質：《周易》是否為占筮之書？亦或為說理之書？ 

以上問題的回答，都可以是許多易學討論的重要預設。若將之展開，其中任

何一個問題及答案，都足以影響一個學說或流派之存亡興廢。例如：“易經為占

筮之書＂，或“彖傳與孔子及其門人無關＂等命題一旦成立。都足以使一個學說

在理論的根源上，產生漏洞或不融貫處。遺憾的是，傳統易學對這方面的討論，

往往直接訴諸權威，或流於心證。以致雖偶有質疑，終難以有令人信服之論證。

而這些問題，必須要等到近代易學才能有較好的發展。 

２.３ 近代易學摘要 

受到出土文獻及新思想的衝擊，近代20易學之研究，相較與明、清，有更大的

突破與成就。除了傳統在象數及義理方面的研究之外，近代易學最重要的是以考

證方式研究易學的進路，或可稱之為“考據派＂21的興起。 

考據派強調以科學精神治易，講求方法、強調本證、重視小學、重視文獻。

考據派之遠源，可追溯至乾嘉學者之訓詁、音韻、考訂等樸學，近則可與現代考

古學結合。清末民初學者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22，結合紙上遺文與地下遺

物。以及顧頡剛、錢玄同、李鏡池等以疑古、辨偽為宗旨的古史辨學派，都可謂

之此考據治易進路之濫觴。尤其是甲骨文的發現，漢石經周易殘石、馬王堆帛書、

楚墓竹簡等新材料陸續出土，更為考據研究帶來新的契機。 

考察清代考證之學雖盛，易經之研究仍承受下列困難23：（一）在思想的束縛

上，以《周易》為儒家經典的信念難以掙脫。（二）在方法及視野上，恪守傳統易

 
20本論文所謂之近代，主要指二十世紀迄今。 
21廖明春《周易研究史》，399 頁。 
22王國維倡二重證據法，主張運用考古所得出於地下之新材料，與古文獻記載相量印證，以考古代

歷史文化。 
23參考鄭吉雄〈從經典詮釋傳統論二十世紀《易》詮釋的分期與類型〉，收錄於《易圖象與易詮釋》，

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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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舊說，缺乏新的工具及思維。（三）在文本參考上，受困於魏晉以來一線單傳的

《周易》版本。（四）考古學尚未興盛，缺乏新材料以刺激研究。 

所幸這些問題，近代易學研究均能有所突破。在思想上，不再受官方之學及

所謂聖人之言的箝制。在方法及視野上，可借重西方之科學精神及研究方法。在

文本上，漢經殘石及帛書《周易》打破了《周易》版本一線單傳的困境。在考古

的發現上，出土文物如甲骨文、金石文、帛書、竹簡等，提供了大量先秦及漢初

之文獻及器物，對先秦文字的演變、思想體系的建立及線索的串接上，都能廣泛

的提供各類新的材料。故而現代的考證之學，的確相當桯度的解決了傳統易學上

的重大議題。 

以下針對易學討論在“易經成書＂、“易傳成書＂、及“易經性質＂，三個

重點問題，比較傳統易學與現代易學之差異。 

一、有關易經成書問題。 

傳統易學大抵死守「人更三聖，世歷三古」之說，以伏羲畫八卦，文王演周

易。或伏羲制六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24。現代考證，大體接受《周易

古經》大約成書於西周，或出於史官(卜筮之官)之手25。 

二、有關易傳成書問題。 

傳統易學接受「人更三聖」之說，以十翼（易傳）為孔子所作。《漢書．藝文

志》曰「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孔穎達也說「其彖、象等十翼

之辭，以為孔子所作，先儒更無異論26」。 

北宋時，歐陽修於《易童子問》中，始對十翼作者提出疑問，但仍認為〈彖〉、

〈象〉為孔子所著。近代學者，挾更豐富的歷史材料，更犀利的研究工具，以及 

 
24見《周易正義．卷首》第二，論重卦之人。及第四論卦爻辭誰作「驗此諸說，以為卦辭文王，爻

辭周公。馬融、陸績等並同此說，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不數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 
25參考廖明春《周易研究史》，頁 400。及高亨《高亨《周易》九講》，頁 8-10。 
26見《周易正義．卷首》第六，論夫子十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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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理性的治學態度，對傳統說法推出新說。認為十翼非孔子所著27，亦非一人所著，

而係出自多人之手，成書年代亦有先後，大約在戰國至漢初之間28。  

三、有關易經性質問題 

傳統易學於此亦頗多爭議。大體上，象數派不排斥易經為占筮之書，義理派

則持反對意見，認為《周易》之為書在說天地萬物之理，人事倫常之義，而不涉

占筮。宋儒程頤等，尤其將《周易》視為儒家經典，而不允許參雜任何他說。近 

代學者於此則持較寬容的態度，大體上以《周易古經》為占筮之書，而《易傳》

多談哲理，故不宜一概而論。至於《易傳》是否為全部為儒家之著作，則尚有討

論的空間。本論文亦將與第六章及第七章，針對此問題，在〈大象傳〉部份做更

進一的討論，並提出一些新的觀點。 

近代易學在義理方面，由於對以上問題的一些突破，也讓近代《周易》經傳

在義理發揮上，有更開闊的空間並更具活力。例如，胡樸安對史事的主張，就不

僅只是如楊萬里般，引史證易。而主張《易經》卦爻辭本身就史書29。再如陳鼓應

《易傳與道家思想》，不僅只是如王弼般，引老入易。而是在根本上主張《易傳》

為黃老道家之著作30。 

在象數方面，也因為與西方文化的大量接觸、衝擊、吸收、與融合，有各類

新的題材以供發揮，因而有各類旁通之學。將西方文明所發展之物理、化學、社

會、法律、政治等現象或成果，以“易理＂解釋之。民初杭辛齋之《易學筆談》

或可謂此論之開端。其後更有所謂科學易31或易科學之產生，前者重點在企圖“以

 
27如錢穆《論十翼非孔子作》，馮友蘭《孔子在中國歷史中之地位》，李鏡池《周易探源》，戴璉璋

《易傳之形成及其思想》等 ；但金景芳，呂紹綱，李學勤等學者，仍力主十翼為孔子所著。 
28參考戴璉璋《易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 10-14。 
29參考胡樸安：《周易古史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年。  
30參考陳鼓應，《易傳與道家思想》，北京：新知三書店，1996 年。  
31參考廖明春《周易研究史》，435-4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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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治易學＂，後者則在“以易治科學＂32。吾人對此類取向與易學之關係，似乎

應有更謹慎的分辨。如《四庫全書》所述「易道淵深，包羅眾義。隨得一隙而入，

皆能宛轉關通，有所闡發33。」，過多的雜說混入，可能混淆或扭曲了易學研究內

容。如同前述，《四庫全書》即將部份易學相關題材例入“子部＂，而非“經部．

易類＂。如何建立易學之範疇及其判準，並與任意比附之雜說有所區分，確是值

得進一步討論的議題。 

２.４ 出土文獻對易學研究之影響 

清未至今，在考古上的一些重大發現，使許多前所未見的歷史文物得以出土，

重見天日。包括如甲骨文字(1898 年)、熹平石經殘石(1922 年)、長沙子彈庫楚帛書

(1942 年)、望山楚簡(1965 年)、馬王堆帛書(1973 年)、睡虎地秦簡(1975 年)、阜陽

漢簡(1977 年)、天星觀楚簡(1978 年)、包山楚簡(1987 年)、郭店楚簡(1993 年)、上

博簡(1994 年)、清華簡(2008 年)等。這些新材料的內容，多為書不成篇的斷簡殘骸，

或是古奧難通的符號文字。幸賴考古、文獻、文字學等專家學者辛苦整理比對，

得以成為有思想傳承意義的文獻。這些出土文獻新材料，在易學研究上，至少可

以有下列五點意義： 

(1) 對古代卜筮行為及思想之研究，提供新的材料及證據。 

(2) 對《周易》經傳之文字，提供異文比對，以供訓詁及校勘之參考。 

(3) 對《周易》經傳內容，提供其他的版本，有助於對王韓本之前《周易》

文本之研究。  

(4) 提供《易傳》之逸書34，有助於對今本《易經》及《易傳》之理解。 

 
32參考鄭吉雄〈從經典詮釋傳統論二十世紀《易》詮釋的分期與類型〉，收錄於《易圖象與易詮釋》。  
33見《四庫全書．總目》來知德<周易集注>提要。 
34依傳統說法，《易傳》為孔子所編著。此處稱為“《易傳》之逸書＂，因其內容皆記載孔子解說

《易經》之對話，內容類似《易傳》，因久經亡佚，故稱“逸書＂。例如馬王堆帛書之〈二三子〉、

〈易之義〉、〈要〉、〈繆和〉、〈昭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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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大量先秦文獻，接續秦火造成之思想斷層。間接有助於有關《周

易》之形成，及其與儒家、道家關係之研究。 

以下就近代出土文獻中，與《周易》，尤其是〈大象傳〉，有較大關係者，略

作說明如下： 

一、甲骨文及金文 

刻鑄有甲骨文及金文之出土文物，大有助益於對古代文字演變過程之了解。

尤其是甲骨文，多記載殷商占卜之實錄。對於古代占問之場合、內容及進行程序

等，提供寶貴之原始資料。有助於對周初占卜文化的了解，及卦爻辭的斷句及解

釋。民初容肇祖即著有《占卜的源流》，從殷墟甲骨文，考證古代占卜的實況35。 

除了殷墟甲骨之外，１９５０年代以來，陸續有西周時期間之周原甲骨出土，

當更有助於占卜與占筮關係之研究。例如，李學勤先生考據包山楚簡之卜辭，而

分析同一占問中，筮與卜的先後關係36。是為綜合商、周甲骨，及竹簡之卜辭，所

進行作之分析研究。 

二、熹平石經殘石 

１９２２年在洛陽太學遺址出土的熹平石經殘石，保留了西漢中葉的《易經》

面目，對王韓本之前《周易》文本之研究，提供新材料。熹平石經，原含完整之

《易經》上下二篇，及《易傳》十篇。屈萬里《漢石經周易殘字集證》收錄殘石

共四千四百餘字，約佔《周易》經傳內容字數的五分之一(扣除“彖曰＂、“象曰＂

等贅字後)。雖然殘缺不全，但仍是目前《周易》經傳中，除傳世之王韓本外，唯

一經傳皆具之另一參考版本。 

在形式上，石經採經傳分離的編排。《易經》在前，隨後依序為〈彖傳〉，〈象

傳〉，〈文言〉，〈繫辭〉，〈說卦〉，〈序卦〉，〈雜卦〉。〈象傳〉不分〈大象〉〈小象〉

 
35 參看容肇祖〈占卜的源流〉，收錄於《古史辨》第三冊，上海：上海古籍，1982 年（重印本）。 
36 參看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第四章，第二節〈竹簡卜辭與商周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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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為一篇。此亦可感受漢代學者所認識之《周易》原貌。 

據屈氏之考證，石經所傳為梁丘氏易，而今本則為費氏易37。 

三、馬王堆帛書 

１９７３年於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計有２８種，約十二萬餘字。文字有

篆有隸。據考證，篆書約抄寫於漢高祖十一年 (西元前１９６)左右，隸書部份約

抄寫於漢文帝初年。 

帛書內容可分兩方面：一為有關戰國至西漢初期思想及文化的一些佚散文

獻，如《五行》、《黃帝四經》、《戰國縱橫家書》、《養生方》等，其內容本身便具

重要學術價值。另一則為傳世文本另類版本，如《易經》、《老子》等，可作為校

勘傳世古籍的依據。 

於《易經》部份，帛書有完整的《易經》版本，是為目前唯一可與王韓本，

在《易經》部份上，作完整比對參考的版本。對於卦序、卦名、及卦爻辭之異文，

提供了豐富的研究資料。 

於《易傳》部份，馬王堆帛書提供了另一版本的〈繫辭〉傳，供與今本比對

參考。同時，另有〈二三子〉、〈易之義〉、〈要〉、〈繆和〉、〈昭力〉等佚書，對儒

家與《周易》經傳的關係及思想傳承，提供十分寶貴的原始材料。並有助於對《易

經》，〈彖傳〉，〈象傳〉，〈文言〉等傳世文本之參照理解。 

在道家著作方面，如《黃帝四經》、《老子》等，一方面豐富了道家哲學的研

究，同時也為《周易》與道家關係的研究上，提供更多的參考文獻。例如，陳鼓

應先生在〈大象傳〉的詮釋上，便普遍的使用帛書的資料，來解釋卦名，以及〈大

象傳〉與道家之關係38。 

四、阜陽漢簡 

 
37 參看屈萬里《漢石經周易殘字集證》，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61 年。 
38 參看本論文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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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省阜陽於１９７７年出土的阜陽漢簡，為漢初之文物。原簡甚為支離破

碎，經整理編纂分為１０多種古籍。其中與占卜內容有關之殘片近６００片，含

今本《周易》卦辭爻辭的約 ２００片，１１１０字，涉及六十四卦中之五十二卦。

卦爻辭與今本《周易》有若干異文，由於原簡破碎，不堪成篇，己無法排列卦序。

阜陽漢簡《周易》與今本最大的差別為，在卦爻辭後，保存許多占問具體事項的

占卜辭。另外，據韓自強先生之研究，阜陽漢簡為數字卦，以數字七為陽爻，八

為陰爻。今本陽爻可能為七之變形，陰爻可能為八之變形39。 

五、郭店楚簡 

 為１９９３年，於湖北荊門郭店村楚墓出土的楚文字竹簡，共７２６枚，一

萬三千餘字。竹簡抄寫成書的時間不晚於公元前３００年，大約相當於戰國中期，

是到目前為止，所發現最早的中文原版書冊。竹簡整理後分為十八篇，全部為先

秦時期儒家和道家兩派著作。如《緇衣》、《性自命出》、《窮達以時》、《五行》、《唐

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儒家著十四篇。及《老子》、《太一生水》等道家著作四

篇。 

 郭店楚簡並無與《周易》有直接關係之文獻。但由於它是最早的，來源最確

鑿的先秦文獻，故對先秦思想傳續的研究，尤其是“孔孟之間＂早期儒家的思想

研究，產生巨大的影響。當然也間接的影響到易學，尤其是《易傳》的成書問題。

例如，李學勤、梁濤等，依郭店楚簡，主張《緇衣》、《五行》出自子思，其餘如

《性自命出》等篇也與之有密切聯繫。這些著作的特性，又告訴我們《大學》、《中

庸》同樣出於這一派學者40。因而可旁證《易傳》出自孔子之手的可能性41。 

六、上博簡 

上博簡為１９９４年出現於香港古物市場的竹簡，其後由上海博物館斥資購

 
39 參看韓自強《阜陽漢簡《周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2004 年。 
40 參考梁濤《郭店楚簡與思孟學派》，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年 
41 參看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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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共兩批一千兩百枚，三萬五千字左右。其出土地點己無法確知，大約戰國晚

期之楚地。上博簡內含八十多部戰國時期之文獻典籍，有助於先秦思想及思想史

之研究。上海博物館於２００１年，陸續整理公布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 

書》，２０１１年，出版至第八冊。其中，第三冊內含《周易》共五十八簡，涉及

三十四個卦的內容，共１８０６字。其卦畫，亦以「八」表示陰爻。此與阜陽漢

簡相同。 

由於上博簡的出現，使《周易古經》又多一個可供比對的文本。如劉大鈞先

生，即編有〈今、帛、竹書《周易》六十四卦異文對照表〉42，以供學者研究比較。 

綜合上述，出土文獻中，對《易傳》，尤其是〈大象傳〉，有直接影響之材枓

其實並不多。馬王堆帛書可算是含量比較豐富的。但是，對《易經》本身，尤其

是異文的比較，就有相當大的影響。〈大象傳〉內容雖不涉卦爻辭，但前句與後句

中間嵌有卦名，故《易經》卦名之比對，及卦旨的詮釋，其實對〈大象傳〉的詮

釋會有間接的影響。這也是〈大象傳〉研究，必須重視出土文獻的重要原因之一。 

 
42參看劉大鈞：《 今、帛、竹書《周易》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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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大象傳相關研究及論題 

３.１ 〈大象傳〉簡介 

如前章所述，傳統易學認為十翼為孔子所著，其著作年代為春秋未年，且均

出自一人之手。此說在傳統上，是普遍被接受的易學常識。十翼作者問題，直至

北宋歐陽修，始質疑十翼之中，〈繫辭傳〉、〈文言〉、〈說卦〉及較後出土之〈序卦〉、

〈雜卦〉諸篇，均非孔子所著。歐陽修《易童子問》中，提出〈繫辭傳〉文本中

多有繁衍叢脞、自相乖戾之處，故非聖人之作，更非出自一人之手。並說「何獨

〈系辭〉焉，〈文言〉、〈說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1。但歐陽修對〈彖傳〉及

大小〈象傳〉為孔子所著之說，仍無異議。 

續清朝考據之風，以及重理性、講證據的現代治學態度。近代學者對十翼之

作者，已傾向不再相信是孔子所作，亦非一人所著。清人崔述作《洙泗考信錄》，

以考證方式指出，易傳不出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近代學者如錢穆、馮

友蘭、顧頡剛、李鏡池、高亨、戴璉璋等，均否定《十翼》為孔子所著的說法2。

有關《易傳》的作者及成書年代，目前較普遍被接受的說法是：易傳並非孔子所

著，但出於儒家之手。易傳並非一人所作，寫成的年代也有先後。〈彖〉、〈象〉較

早，〈文言〉、〈繫辭〉次之，〈說卦〉、〈序卦〉、〈雜卦〉最晚。亦有學者依語辭文

體及出土文物(帛書)之考證上3，推斷今本〈繫辭〉應在戰國中後期，甚至晚至西

漢。 

進一步討論，十翼包括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繫辭上、繫辭下、

說卦、序卦、雜卦共十篇。其中〈象上〉及〈象下〉只是呼應〈周易〉經文的上、

下卷。〈象上〉〈象下〉二篇合稱即所謂的〈象傳〉。故傳統〈象傳〉之內容又可包

括兩部份，一是解釋卦象卦名的〈大象〉，一是解釋爻辭的〈小象〉。傳統易學因

 
1 見歐陽修《易童子問》，卷三。 
2 參考第二章，注 27。 
3 參考張克賓〈帛書《易傳》的史料學問題略窺〉，簡帛研究網：電子網頁

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8/zhangkebin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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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稱為〈象傳〉，故往往將為將大小〈象傳〉視之為同一作者之同一著作。但是〈大

象〉與〈小象〉，不論在敘述的內容上，論易的風格上，及思想的觀點上，都有很

大的差別。今之學者普遍接受〈大象〉與〈小象〉為不同的著作，有不同之著作

背景及思想內容。但亦有不作明顯區分者，如高亨，朱伯崑等。 

本論文視〈大象〉與〈小象〉為不同之著作，其作者不為同一人，著作年代

亦可能不同。而本文討論之對象若非特別說明，均針對〈大象〉討論，而不論及

〈小象〉。為了避免混淆，〈彖〉與〈大象〉以下均稱之為彖傳(或〈彖傳〉）、與大

象傳(或〈大象傳〉)。 

〈大象傳〉在易學研究中，由於其文例清晰，用辭明確，且純乎義理，不談

占筮。故為歐陽修4，葉適5等以義理說易之先儒所重視。清初大儒王夫之，著《周

易大象解》，對〈大象傳〉亦有高度評價。主張以大象解易，最是純正，彖爻辭反

而參有占筮之學。其序曰「大象之與彖爻自別為一義，取大象以釋彖爻必齟齬不

合而強欲合之，此易學之所由晦也。易以筮而學存焉，唯大象則乎學易之理，而

不與於筮。」6。〈大象傳〉所以受的重視，並視為儒家之作，可大略歸納下列三理

由： 

（一）〈大象傳〉不談占筮、象數、圖書、陰陽五行等非儒家正統之議題。 

（二）〈大象傳〉針對每一卦給予道德啟發的闡釋，結合卦象與義理，符合儒家易

學之要求。 

（三）〈大象傳〉之內容，多談“君子＂與“德＂等，儒家關心的議題。 

 
4 歐陽修《易童子問》三卷，除第三卷討論繫辭外，第一、二卷討論卦爻辭及彖、象傳。其討論條

目中，〈大象傳〉之相關討論占一半以上，比重最高。 
5 參看朱伯崑《易學哲學史》頁 570「葉適對《周易》卦象和卦義解釋，雖然取《彖》、《象》的體

例，但以《大象》為主。甚至以《象》文義解釋《彖》之剛柔說和取義說。」 
6 見王之夫《周易大象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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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大象傳體例及成書之預設觀點 

〈大象傳〉之內容以極為規則的形式出現。針對易經六十四卦，每一卦賦予

一段短文，是為該卦之大象傳，傳統文本於短文之上加注“象曰＂二字，每一短

文的形式是固定的。可進一步分解為前句，卦名，後句三小段。前句為對該卦卦

象之描述，後句賦予該卦以人事義理或人文啟發。以第六十四卦，未濟卦為例。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每卦短文形式 ： 前句  卦名 後句 
        ↓   ↓   ↓ 
未濟卦短文內容：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前句為「火在水上」，對該卦下坎上離之卦畫，對應解釋該卦之卦象為「火在

水上」。後句為「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言「君子」對此卦，在處世修身上，所

得之啟示為「慎辨物居方。」。中間「未濟」為卦名，亦代表此卦之主旨在說「未

濟」。 

〈大象傳〉以前句，卦名，後句之形式，說易經六十四卦。但亦有似例外者

四卦。其中乾、坤二卦之卦名被省略。無妄卦之卦名部份加“物與＂二字，而為

“物與無妄＂；坎卦之卦名部份增一“習＂字，而為“習坎＂，但亦有主張此卦

卦名即為“習坎＂者。這四卦看似例外，但亦可說均非為例外。其中原委將於第

五章詳述之。 

有關〈大象傳〉文句之分解，在對〈大象傳〉文本之詮釋上，是極具關鍵意

義的。傳統易學〈大象傳〉之詮釋，大體上多為對後句之發揮，而常省略對前句

及卦名之解釋。可能原因為，有關卦畫、卦象、卦義、卦名的解釋，在卦辭及〈彖

傳〉中己作說明，故於“象曰＂部份不再重複。但如此一來，將產生兩個問題：

第一，如果〈大象傳〉與〈彖傳〉為不同的作者所著，那麼對同一卦畫，在卦象、

卦義、卦名的解釋上，可能有所不同。故仍有以大象傳觀點詮釋之必要。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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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傳〉之重要精神在以卦象及卦名啟發人事。若不理解前句、卦名，及後句之間

的內在連繫，將使大象傳後句失去易學上的意義，此點常為〈大象傳〉詮釋者所

忽略。 

有關前句、卦名，及後句，在〈大象傳〉文體慣例及其規則性，以及文句內

部之連繫的相關討論，將於本論文第四章詳述。 

對〈大象傳〉之詮釋進路，有相當大的成份取決於詮釋者對《周易》成書背

景所作的預設。傳統上這些預設，依其強度順序，包括（一）易歷三聖，經傳一

體。（二）《易傳》為孔子所著（三）〈彖傳〉〈象傳〉為孔子所著。（四）大小〈象

傳〉為同一著作。（五）〈大象傳〉為儒家著作。以下進一步說明並分析上述預設

之接受程度，及其對〈大象傳〉詮釋之影響。 

（一）易歷三聖，經傳一體 

同意此命題者，視《周易》經傳為同一著作，《易經》與《易傳》在同一位階，

甚至不作區分。傳統易學受王韓本“合經傳為一＂的影響，多數接受此一命題，

並以此命題為前提，對《周易》之詮釋提出相關主張。此命題亦為此五組相關預

設中，效力最強者。 

以此命題為預設之詮釋者，在對〈大象傳〉的詮釋上，接受經傳互解，或以

傳解傳的適當性。〈大象傳〉故然可解釋卦爻辭，卦爻辭亦可解釋〈大象傳〉。或

以六十四卦之卦名及順序解釋〈大象傳〉；或以〈彖〉、〈小象〉，〈文言〉、〈繫辭〉，

〈說卦〉、〈序卦〉、〈雜卦〉的內容解釋〈大象傳〉被視為理所當然。並對〈大象

傳〉的詮釋，與對《周易》經文的解釋，採相同的態度及標準。 

（二）《易傳》為孔子所著 

同意此命題者，視《易傳》為同一著作，且為“聖人＂所著。傳統易學循《漢

書．藝文志》及《周易正義．卷首》“孔子著十翼＂之說，而多接受此一命題。

大儒如朱熹等，雖不接受命題（一），但對此命題仍無異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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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命題為預設之詮釋者，在對〈大象傳〉的詮釋上，認為〈大象傳〉代表

孔子思想，也接受以傳解傳的適當性。認為〈大象傳〉與十翼之其他篇章，內容

雖異，但在文字上及思想上是完全融貫相通的，而且具絕對之權威性。 

（三）〈彖〉〈象〉為孔子所著 

同意此命題者，反對《易傳》諸篇均為孔子所著，但仍承認〈彖〉〈象〉為孔

子所著。如歐陽修、葉適等，雖不接受命題（一）、及命題（二），但對此命題仍

無異論。 

以此命題為預設之詮釋者，在對〈大象傳〉的詮釋上，認為〈彖傳〉及〈大

象傳〉代表孔子思想，接受以〈彖傳〉解〈大象傳〉的適當性，認為〈大象傳〉

與〈彖傳〉內容雖異，但在文字上及思想上是融貫相通的。並認為〈大象傳〉在

十翼中之位階，高於〈文言〉、〈繫辭〉，〈說卦〉、〈序卦〉、〈雜卦〉。 

（四）大小〈象〉為同一著作 

易經通行本，受王韓本之影響，在文例上，將大小〈象〉割裂後，附〈大象

傳〉文句於卦辭及〈彖傳〉文句之後；附〈小象傳〉文句於爻辭之後。並統一於

文句前加“象曰＂二字，而不做區分。故而形成“大小〈象傳〉為同一著作＂的

傳統印象。以此命題為預設之詮釋者，雖然因為二者在形式上及內容上有明顯差

異，而不至於相混。但在對〈大象傳〉的詮釋上，可能會以對〈小象傳〉的觀感

加諸於〈大象傳〉上，將大小〈象〉併為一談，以致有對〈大象傳〉的著作背景

及思想內容產生誤解的可能。 

（五）〈大象傳〉為儒家著作 

〈大象傳〉多言“君子＂及“德＂，君子及德行均是儒家所重視者。且〈大

象傳〉不談占筮、象數、圖書、陰陽五行等，不為正統儒家所關心之議題。故往

往被視為最具儒家性格之著作。以此命題為預設之詮釋者，對〈大象傳〉的任何

語辭，均往儒家人倫道德上解釋。這是一種詮釋態度上的選擇，但這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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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可以討論的空間。 

經由以上之討論，本論文試以王弼、孔穎達、歐陽修、朱震、程頤、朱熹、

王夫之、高亨、陳鼓應等九位詮釋者為代表，檢視其《周易》經傳之詮釋態度。

如下表所示： 

 

預設 對大象傳詮釋之可能影響

王

弼

孔

穎

達

歐

陽

修

程

頤

朱

震 

朱

熹 

王

夫

之 

高

亨 

陳

鼓

應

本

論

文

易歷三聖，經傳一體 經傳同義；經傳互解 ｖ ｖ ｘ ｖ ｖ ｘ ｖ ｘ ｘ ｘ

易傳為孔子所著 傳地位高；以傳解象 ｖ ｖ ｘ ｖ ｖ ｖ ｖ ｘ ｘ ｘ

彖象為孔子所著 彖象傳地位高；以彖解象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ｘ ｘ ｘ

大小象為同一著作 大小象傳併為一談 ｖ ？ ？ ｖ △ ｖ ｘ ｖ △ ｘ

大象為儒家著作 只允許以儒學角度詮釋 ｘ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ｘ △

記號ｖ表示接受此命題，對〈大象傳〉作詮釋時，以此命題為預設。 

記號ｘ表示不接受此命題，對〈大象傳〉作詮釋時，不採此觀點。 

記號△表示對此命題之態度另有說明於下一節有關朱震及陳鼓應之討論，及本論文第六章。 

記號？表示對此命題之態度含混，或未作表示。 

〈易經文本成書背景預設分析表〉 
 

以上諸詮釋者之編排，係有意識地依年代順序，由左至右編列。由此亦可觀

察〈大象傳〉詮釋之大略趨勢。在人物的選擇上，主要以儒理解易者為主，這也

是傳統易學研究之主流。為求無有偏廢，在道家方面以王弼、陳鼓應為代表人物。

在象數方面以朱震為主要代表人物，孔穎達、朱熹輔之。現代易學以考證為主，

亦有高亨為代表。歐楊修及王夫之則代表了於傳統易學研究中，對〈大象傳〉特

別重視之學者。 

有關上述九位學者的易學立場，及其在〈大象傳〉詮釋上所採之進路及重要

觀點，將逐一分析於於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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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大象傳詮釋觀點之比較 

本節針對上述九位學者，分別解析並比較其易學詮釋觀點，並依此觀察其對

〈大象傳〉詮釋之影響。本論文以為，詮釋者對〈大象傳〉之詮釋觀點，至少可

以從下列三個面向來分析： 

（一）詮釋者本人之易學傾向 

易學研究之進路至少可以分“象數派＂、“義理派＂及“考據派＂三類傾

向。其差異性及著重點如前所述，於此不再贅述。 

（二）詮釋者對易經成書背景之預設 

詮釋者對《周易》經傳著作背景所持之態度，將影響對〈大象傳〉之詮釋方

式。前節所述之五項命題，其真偽之判斷，實屬歷史問題，目前尚難有客觀之定

論。詮釋者對各命題之接受與否，仍依靠各人之主觀認定，只能視之為個人對此

問題所作之預設。並於此預設之下對〈大象傳〉作詮釋。 

（三）對大象傳詮釋之重點 

〈大象傳〉內容為六十四條短文。每條短文包括為前句，卦名，及後句三小

段。由此，對〈大象傳〉之詮釋，理應包括前句、卦名、後句，及三者之關係。

傳統易學對〈大象傳〉之詮釋，多針對後句之發揮，而較不注重前句與後句之關

係。本分析將比較各詮釋者對〈大象傳〉前句、卦名、後句，及三者關係之關心

程度。 

以下藉由對詮釋者本人之易學傾向，易經成書之預設，以及對大象傳詮釋之

重點等，進行簡要整理，以分析其對〈大象傳〉詮釋觀點及特色。 

３．３．１ 王弼 

王弼開義理之先河，是為義理派應無異論。王弼易學，後世歸納有“盡黜象

數＂及“援老入易＂兩大特點。“盡黜象數＂部份影響尤為深遠。《四庫全書．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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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曰 

易源出於費直，直易今不可見，然荀爽易即費氏學，李鼎祚書尚載其遺說。

大扺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已與弼注略近。但弼全廢象，又變本加

厲耳。 

以上可見，王弼對象數之說的排斥是非常徹底的。這也影響到他對〈大象傳〉

的詮釋。在“援老入易＂方面，《四庫全書．總目》評王弼曰7： 

祖尚虛無，使易竟入老莊者，弼、康伯亦不能無過。瑕瑜不掩，是其定評。

諸儒偏好偏惡，皆門戶之見，不足據也。 

以上可知，《四庫全書》編者認為，王弼之過在「使易竟入老莊」，未能保持

“儒家易＂之純淨，故有小瑕疵。但儒者若以此說短道長，「皆門戶之見，不足據

也。」。據此亦可以判斷，王弼只是“援老入易＂，未必就可依此判斷王弼以為《易

傳》非儒家之作。 

在對《周易》經傳之作者方面，孔穎達所謂「先儒更無異論」，先儒應當包括

王弼在內。也就是說，王弼是可以接受“以傳解傳＂及“經傳互解＂的。以下之

分析也會發現，他正是以這樣的態度詮釋〈大象傳〉。在大小〈象傳〉之區分方面，

王韓本於〈大象〉〈小象〉文句之前，統一加＂象曰＂二字，應是依傳統十翼之說，

視大小〈象傳〉為同一著作。以上說明王弼對前四項命題皆預設為真，對第五項

命題可能持保留態度。 

綜合以上，並參考王韓本《周易注》8，王弼在〈大象傳〉之詮釋上，具下列

特點： 

一、排斥卦象說 

 因為盡黜象數，所以不以天、地、風、雷等說乾、坤、巽、震。而以健、

順、入、動等卦德釋之。但事實上，大象傳之前句的確是以天地風雷等八經卦之

物象說卦畫的。王弼排斥卦象的作法，造成對前句解釋上的困難，以及前句與後

 
7  見《四庫全書．總目》王弼<周易注>提要。 
8 ［魏］王弼撰，樓宇烈校釋：《周易注：附周易略例》，北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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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連結上的困難。對此，王弼之因應之道是，對前句不解釋，或對整個文句不作

解釋。王弼注六十四則〈大象〉條目中，有十五條完全不作解釋。另有二十七條

對前句完全忽略，而直接說卦名或後句。也就是說，高達三分之二的比例是不解

釋前句的，更不用說解釋前句與後句之關係。 

由於〈大象傳〉前句全面涉及卦象，王弼注雖極力避免說卦象，但亦有例外

者。大體上，王弼採用的方式是將之視為一般之語句，而不視為卦象用語，也不

作解釋。例如： 

 蹇卦前句「山上有水」，釋之為「山上有水，蹇難之象。」  

 損卦前句「山下有澤」，釋之為「山下有澤，損之象也。」 

 困卦前句「水在澤下」，釋之為「水在澤下，困之象也。」  

 井卦前句「木上有水」，釋之為「木上有水，井之象也。」      

 蒙卦前句「山下出泉」，釋之為「山下出泉，未知所適。」  

此外，亦有數卦，仍留有象數舊說痕跡。例如： 

 恆卦前句及卦名「雷風，恆」，注曰「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

此以恆卦下巽上震，震為長男，為長陽；巽為長女，為長陰。故曰「長陽長陰」。 

 遯卦前句「天下有山」，注曰「天下有山，陰長之象」。此以遯卦下二爻為陰，

故曰「陰長之象」。 

二、以〈彖傳〉解釋前句 

 因為不採天、地、風、雷等卦象說。故對前句之處理，往往引〈彖傳〉內容，

直接以卦德之說之。 例如： 

 隨卦前句「澤中有雷」，釋為「動說之象也」。引彖傳「柔動而說」。 

 臨卦前句「澤上有地」，釋為「相臨之道莫若說順也」。引彖傳「說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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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賁卦前句「山下有火」，釋為「止物以文明，不可以威刑」。引彖傳「文明以止」。 

 大壯卦前句「雷在天上」，釋為「剛以動也」。引彖傳「剛以動」。   

 豐卦前句「雷電皆至」，釋為「文明以動，不失情理也」。引彖傳「明以動」。 

 旅卦前句「山上有火」，釋為「止以明之」。引彖傳「止而麗乎明」。 

三、以〈彖傳〉解釋後句 

 由於不注重對前句之解釋，無法在前、後句之間取得連繫。故而在後句之解

釋上，亦多處引〈彖傳〉解釋。例如： 

 釋蒙卦後句「君子以果行育德」為「育德者，養正之功也。」。引彖傳「蒙以

養正，聖功也。」。 

 釋小畜卦後句「君子以懿文德」為「未能行其施者，故可以懿文德而已。」。

引彖傳「自我西郊，施未行也」。 

 釋井卦後句「君子以勞民勸相」為「相，猶助也。可以勞民勸助，莫若養而不

窮也。」。引彖傳「井養而不窮也 」。 

四、直接以卦辭、卦序、或卦名解釋後句  

 由於接受以經傳互解的適當性，在後句之解釋上，亦有以卦名、卦辭或卦序

做詮釋者。例如： 

 需卦，釋後句「君子以飲食宴樂」為「童蒙己發，盛德光亨，飲食光亨，其在

茲乎」。其中「童蒙」為蒙卦之卦詞，「光亨」為需卦之卦辭。蒙卦之卦序在需

卦之前，一併援引其卦辭以解釋之。  

 蠱卦，釋後句「君子以振民育德」為「蠱者，有事而待能者也。故君子以濟民

養德也。」。以卦名「蠱」解釋後句。 

 剝卦，釋後句「上以厚下安宅」為「厚下者，床不見剝也。」。以卦名「剝」

對床之作用，解釋「厚下」。而「床」來自爻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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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援老入易 

王弼在後句的解釋上，某些卦的確有援老入易的傾向，而使〈大象傳〉呈現

某些玄學思想。較明顯者有“隨＂，“明夷＂及“復＂卦。 

 隨卦後句「君子以響晦入宴息」，釋為「物皆說隨，可以無為，不勞明鑒，故

君子以晦入宴息也」。以澤為悅，故曰「物皆說(悅)隨」。而「無為」及「不勞

明鑒」等語，亦似與儒家「自強不息」「一日三省吾身」之精神相左。 

 明夷卦後句「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釋為「蒞眾顯明，蔽偽百姓者也。故

以蒙養正，以明夷蒞眾。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巧所辟也。」。多

引《老子》十八章「智慧出，有大偽」；四十九章「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

孩之。」及六十五章「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之概念。 

 復卦「復，先王以至日閉關，商旅不行，后不省方」，釋為「冬至，陰之復也。

夏至，陽之復也。故為復，則至於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行者也，動復則靜，

行復則止，事復則無事也。」。以“靜＂，“止＂，“無事＂為根本。此與儒

家學說大相逕庭。 

總結王弼注〈大象傳〉，實具下列特色： 

（１）由於排斥象數，故而對〈大象傳〉之詮釋有些困難。而未能有較融貫的，

令人印象更深刻的詮釋。 

（２）許多地方以〈彖傳〉或卦、爻辭來詮釋〈大象傳〉。將《周易》經傳視為一

整體。 

（３）對〈大象傳〉的某些條目，的確有以《老子》道家逐觀點詮釋。但只是順

著文義，以《老子》書之觀點呈現。並未以玄學思想強說之。 

３．３．２孔穎達 

孔穎達對易經成書之預設立場，基本上與王弼相同。孔氏在《周易正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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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中，清楚地交待了他對《周易》經傳成書之看法，同意「人更三聖，世歷三

古」之說。唯在象數方面，並不完全採用王弼的觀點，而對象數之說有更大的接

納彈性9。在大小〈象傳〉之區分方面，孔氏的立場有不一致之處，令人無所適從。

《周易正義．卷首》〈第六，論子十翼〉曰「上象三，下象四」，顯然依依傳統十

翼之說，將〈象傳〉分上下二篇。但《周易正義》於乾卦「天行健，君子以自強

不息」下曰「此大象也，十翼中之第三翼」，似以〈大象傳〉與〈小象傳〉為〈象

傳〉之二篇。 

雖說《周易正義》以“疏不破注＂之原則，承認王注的地位。但在王注的基

礎上，能做進一步解釋，以改變王弼注對象數的排斥。綜合以上，並參考孔穎達

《周易正義》10，孔氏在〈大象傳〉之詮釋上，與王弼相比較，具下列特點： 

一、兼用卦象 

孔疏對義理之說及象數之說採兼容並畜的態度，故能以較從容的態度，處理

〈大象傳〉之前句。例如： 

 屨卦，大象曰「上天下澤，履﹔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王弼不注。孔疏

以「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履卦之象，以分辨上下尊卑。．．．」說

明「上天下澤」，以及前句、卦名、及後句的內在連繫之處。 

 需卦，大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樂。」。王弼不注前句。孔疏則

以甚大的篇幅，兼取卦象及卦德，以說明「雲上於天」，以及前句與卦名之連

繫。 

坎即為險，又為雨。今不言險雨者，此象不取險難之義也，故不云險也。

雨是已下之物，不是須待之義，故不云雨也。不言「天上有雲」，而言「雲

上於天」者，若是天上有雲，無以見欲雨之義，故云「雲上於天」。若言「雲

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落，所以明「需」．．． 

 
9 參考朱伯崑《易學哲學史》第一卷，353 頁。「孔疏為了調合這些說法，特別糾正王弼鄙視取象

的偏見。」 
10 ［唐］孔穎達疏，李學勤主編：《周易正義》，台北：台灣古籍，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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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疏釋“需＂為“待＂(須待)。需卦下乾上坎，以乾為天，坎為水。水在天上

為雲，故曰「雲上於天」。雲上於天不是單純的“雲存在於天上＂，而是人有

意識的感覺到雲已經在頭頂之上，而有所等待雲降為雨。以此，清楚交待需

卦之卦畫，與〈大象傳〉「雲上於天，需」之關係。而且句句說實，無一字浮

誇虛誕。 

 損卦，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王弼注「山下有澤，損」

為「山下有澤，損之象也。」，若有注而實無注。孔疏以「澤在山下，澤卑山

高，似澤之自損，以崇山之象也。」。清楚說明「山下有澤」，以及前句與卦名

之連繫。 

二、以自然現象說卦象 

孔疏在對卦象的解釋，有時陷入象數說之缺失，在自然現象之描述上，作缺

乏經驗佐證之任意發揮。例如： 

 豫卦前句「雷出地奮」，王弼無注。孔疏曰「雷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狀。

雷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雷出地奮，豫』也。」

解釋“雷＂為陽氣的聲音。雷出於地，故導至地震。地震使萬物接受雷之陽氣，

因此而皆安逸舒緩。試圖以對自然之描述，解釋「雷出地奮」。但所說並無根

據，亦無法以經驗觀察或體會，而流於冥想。 

三、以卦爻辭及十翼解釋〈大象傳〉 

由於《周易正義》以王弼注為底本，故此問題亦皆類似王弼注。不同者在孔

疏對卦象採較寬容的態度，故亦採〈說卦〉以解〈大象傳〉。例如： 

 隨卦前句「澤中有雷」，王弼注「動說(悅)之象也」。孔疏再引〈說卦〉「動萬物

者莫疾乎雷，．．．說萬物者莫說乎澤。」。 

四、接受王弼之玄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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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隨＂，“明夷＂及“復＂三卦為例。孔疏對此三卦均依王注作疏，並無

翻案。《周易正義》對王弼玄學解易觀點並非全盤接受，但其爭論之主戰場似在對 

“乾＂、“坤＂二卦，及〈繫辭傳〉的解釋上11。而不在對〈大象傳〉的詮釋。 

總結孔頴逹注〈大象傳〉，實具下列特色： 

（１）基本上尊崇王弼注，以王弼注為基調，加以補充。 

（２）由於不排斥象數之說，對〈大象傳〉傳前句之詮釋較為貼切。 

（３）注重前句、卦名、與後句之連結。視〈大象傳〉每一條短文為一整體。 

（４）許多地方以〈彖傳〉、〈說卦〉或卦辭、爻辭來詮釋〈大象傳〉。將《周易》

經傳視為一整體。 

（５）對王弼〈大象傳〉之某些玄學觀點，並不排斥，或另作翻案解釋。 

３．３．3 歐陽修 

歐陽修在易學上並無有系統之著作，僅以筆記體之《易童子問》記錄並闡述

他本人讀易之心得。但由於他勇於對當時“十翼為孔子所著＂之定論提出質疑，

故為易學史所樂道。 

歐陽修在易學上，屬義理一脈，而罕談象數。在《周易》文本上，重視卦爻

辭、〈彖傳〉及〈大象傳〉，而批評〈繫辭傳〉及〈說文〉。《易童子問》除卷三討

論〈繫辭傳〉、〈說文〉及八卦與筮法來源外，卷一、卷二均只針對卦辭、〈彖傳〉

及〈大象傳〉討論。在三十七則討論中，涉及〈大象傳〉者佔二十四則。其對〈大

象傳〉之重視，可見一般。今檢視《易童子問》12對〈大象傳〉之詮釋，可歸納下

列數點。 

一、對〈大象傳〉之形式及詮釋觀點 

《易童子問》第二問，即說明了歐陽修對〈大象傳〉的理解，以及詮釋之一

 
11 參考朱伯崑《易學哲學史》第一卷，364-382 頁。 
12 ［宋］歐陽修：《易童子問》，收入《歐陽修全集》，北京：中華書局，200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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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立場。 

童子問曰：「象曰『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

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行健，乾』，

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強不息』。六十四卦皆

然也。《易》之闕文多矣。」 

歐陽修以乾卦之“象曰＂為例，說明〈大象傳〉六十四卦都是以“前句，卦

名，後句＂的形式出現。「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其實應作「天行健，乾；

君子以自強不息」，只是《易》有闕文，古人傳抄時少掉了一個“乾＂字。 

於此，歐陽修亦指出，前句“天行健＂，為「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後句“君

子以自強不息＂，則為聖人「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也就是說，“天

行健＂是為了說明卦象，不得已而說。但讀者不應執著於此卦象，而應著重在其

後所說之人事，即“君子以自強不息＂。歐陽修於此毫不含糊的強調前句之不得

已，以及後句之重要性。 

二、罕談卦象，前、後句不作連繫 

如前所述，歐陽修重視義理，強調論卦象之目的不過是在說人事義理。故往

往將重點放在後句，亦不重視前句與後句之連繫。 

《易童子問》三十七則討論中，有十一則專談〈大象傳〉。其詮釋方式，除了

對“需＂、“明夷＂、“即濟＂三卦，有提及前句並述卦象外，其餘八則完全不

提前句，而直接詮釋後句。上述三卦中，僅“明夷＂及“即濟＂二卦有論及前句

與後句之關係，需卦之前後句亦不作連繫。 

三、〈彖傳〉及〈大象傳〉並舉 

 《易童子問》三十七則討論中，有九則係以〈彖傳〉及〈大象傳〉並列的

方式，討論卦辭。以強調〈彖傳〉及〈大象傳〉在觀點上差異性。大體上，歐陽

修認為〈彖傳〉係作一般性之描述，而〈大象傳〉則專為“大人＂或“君子＂而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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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儒理釋〈大象傳〉，排斥王弼玄學思想 

歐陽修以儒理說〈大象傳〉的立場，充份反應在對“復＂卦及“明夷＂卦的

解釋上。 

 復卦「復，先王以至日閉關，商旅不行，后不省方」，不採王弼《老子》觀點

之詮釋。《易童子問》曰「至日者，陰陽初復之際也，其來甚微。聖人安靜以

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為也，不亦宜哉？」。強調以安靜順其微，待勢盛之

時再有所做為。一掃《老子》「復歸其根」，「我無事，而民自富」的立場。 

 明夷卦後句「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不採王弼《老子》觀點之詮釋。《易童

子問》曰「日，君象也，而下入於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

隨，則君子向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臨眾。商紂之晦，周道

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強調天下晦暗之時，正是君子

暗而思明，出而臨眾之時。而不作玄學觀點之解釋。 

以上可知，〈大象傳〉之同一文句，歐陽修以儒家觀點之詮釋，強調積極待時

而有所作為。一掃王弼崇尚清靜，棄智無為的玄學觀點。 

總結歐陽修對〈大象傳〉的認識，具下列特色： 

（１）與《易傳》中，較關注〈大象傳〉及〈彖傳〉。對其他篇章，則予以批判或

忽視。 

（２）輕象數之說，對〈大象傳〉傳前句較不重視，亦不重視前句與後句之連結。 

（３）對王弼〈大象傳〉之某些玄學觀點，改採儒家觀點，另予解釋。  

３．３．４程頤 

程頤開理學一脈，為宋代理學之精神領袖。所著《易程傳》上承王弼《周易

注》，堪稱義理派之代表作，可歸之為義理派無疑。對《周易》經傳之成書背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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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易程傳》中多言“聖人＂，並以「上古聖人始畫八卦」為全書之始13。當知

程頤接受「易歷三聖」之說。並以此為預設而說《周易》。基本上，《易程傳》的

重點，在以儒理說易，堅持以儒家觀點，尤其是以《四書》中的觀點，來說《周

易》經傳，強調《周易》中所蘊含的儒家進德修業之道。對《周易》文本之形成

及演變，傾向接受孔穎達所設之傳統，而未賦予新說。 

程頤雖重視義理，但並非就對卦象之說有所排斥，而是主張“因象明義＂。

所謂「至微者理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14；「理無形也，故因

象以明理。理見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15。程氏認為“理＂是抽象的，不

容易理解，故藉具象的“象＂以明“理＂。聖人作易，義理是目的，象數是手段。

這點與歐陽修「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是相通的。但另一方面，“理＂也是藉由

“辭＂來顯示的。所以，“象＂也不是任意說的，故觀“象＂需由“辭＂。 

程頤對〈大象傳〉的詮釋，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行，其特色說明如下： 

一、強調儒理 

《易程傳》可以說是第一部有意識的，純以儒學觀點而排斥佛老異說的《周

易》詮釋之作。無卦不及“聖人＂或“君子＂，並多引四書解說義理，於〈大象

傳〉亦然。例如： 

 釋需卦後句「君子以飲食宴樂」，以中庸「居易以俟命」16呼應。 

 釋剝卦後句「上以厚下安宅」，以書經「民惟邦本，本固邦寧」17呼應。 

 釋大壯卦後句「君子以非禮勿履」。以論語「克己復禮」18，及中庸「君子和而

 
13《易程傳》〈乾〉首句「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 
14 見《二程遺書》卷二十一上。 
15 見《易程傳》〈易傳序〉。 
16 見《中庸．１４》「故君子居易以俟命，小人行險以徼幸」。 
17 見《尚書．夏書》〈五子之歌〉。 
18 見《論語．顏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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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流，強哉矯。中立而不倚，強哉矯。」19呼應。 

二、重視前句與後句之連繫 

程頤雖不談象數，但對前句乃給予必要之解釋，並有意識的將前句與後句作

連繫。程氏對〈大象傳〉前句，卦名，與後句之關係，往往以類似如下之語句作

連繫。設Ｎ為卦名，Ａ為前句，Ｂ為後句格言。則形式為： 

Ｎ卦：Ａ為Ｎ之象，君子觀Ｎ之象，以Ｂ。 

也就是說，以前句Ａ釋卦名 N，後句Ｂ則為有德之人（君子）觀此 N 卦之象

所得之啟示。例如：  

 師卦，〈大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程氏注曰「地中有

水，水聚於地中，為眾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

畜聚其眾也。」。以師為聚眾，前句「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卦名「師」

之象，故君子觀此師卦之象，得到後句之啟示為「容保其民，畜聚其眾」。 

 臨卦，〈大象傳〉曰「澤上有地，臨﹔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程氏

注曰「澤上有地為臨也。君子觀親臨之象，則教思無窮。」。幾乎直接將大象

傳文句套入上述之前句，卦名，後句連結形式中。 

程氏對前句之詮釋的重點在解釋卦名，並以卦名說該卦之旨。如上二例，以

“地中有水＂為師卦之象，而師卦之旨在“聚眾＂。以“澤上有地＂為臨卦之象，

而臨卦之旨則在“親臨＂。但一卦之旨並非只有〈大象傳〉在說，〈彖傳〉及〈序

卦〉等亦有對卦旨之主張。程頤對卦名及卦旨之掌握，原則上是依〈序卦〉之解

釋。也就是先有卦旨，再比附〈大象傳〉之前句，以為驗證。 

三、以〈彖傳〉說卦象 

如前所述，程頤是認同「易歷三聖」之說的。在〈大象傳〉之詮釋上，允許

 
19 見《中庸．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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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傳互解，或以傳解傳。例如，引〈序卦〉以釋卦名、卦旨，再依卦旨說明〈大

象傳〉前句之含意。但如一來，若純以卦象之說前句，時有滯塞難通之處，故亦

常引〈彖傳〉以說前句。例如： 

 釋小畜卦前句「風行天上」為「剛健而為巽所畜，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能畜

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柔順以擾係之耳，為小畜也。」。

此引〈彖傳〉釋小畜卦「健而巽」，而作引申。此段文字亦顯示，程頤於此完

全不對「風行天上」作文字上及卦象上的解釋。而直接將小畜卦之卦畫依〈彖

傳〉解讀為「健而巽」。  

 釋解卦前句「雷雨作」為「天地解散成雷雨，故雷雨作而為解也」。此直接引

〈彖傳〉「天地解而雷雨作」解釋「雷雨作」。   

四、重視二經卦之上下關係 

《易程傳》多處針對〈大象傳〉前句，討論上下經卦之敘述順序。包括先說

上卦，亦或先說下卦？以及同一經卦，在上與在下，其意義之差別等。例如： 

 論噬嗑卦前句「雷電」，曰「象無倒置者，疑此文互也。」。程頤認為〈大象傳〉

論卦象，必先說上卦，再說下卦。噬嗑卦之卦畫為下震上離，離為電而震為雷，

故應該說「電雷」，而不應說「雷電」。所以懷疑此處文字有互換之誤。 

 論豐卦「雷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並與噬嗑卦比較，曰 

故君子，觀雷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

子折獄。以明在上，而麗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為制刑立法，以明在下，

而麗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折獄致刑。 

認為豐卦之卦畫為下離上震，噬嗑卦之卦畫為下震上離，豐卦與噬嗑卦

上下卦之位置相反。噬嗑卦之離（電）在上，即以明在上，故為王者制刑立

法。豐卦之離（電）在下，即以明在下，故為君子折獄致刑。即以“離＂為

“明＂，以“明＂之在上或在下，顯示該卦為處上位之君王，或為處下位之

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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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可知，程頤認為，同一經卦，處上卦之位則較尊，處下卦者較卑。

其他如姤卦與觀卦，以及夬卦，井卦等，亦有類似之討論。  

五、排除王弼玄學思想 

程頤之易學雖推崇王弼，但站在儒家立場，以“陽＂、“動＂為尊。而不接

受王弼崇尚“陰＂，“靜＂之玄學觀點。以下以“復＂卦及“明夷＂卦為例。 

 釋〈大象傳〉復卦，程注「至日陽始生，順天道，人亦安靜以養其陽。」，以

陽為“動＂，故“靜＂之目的仍在復“動＂。反觀王弼解此則曰「動復則靜，

行復則止，事復則無事也」，以“靜＂為目的。孔疏於此，亦附和王弼之觀點

曰「動而反復則歸靜，行而反復則歸止，事而反復則歸於無事也。」。此可看

出程、王之間核心觀點之差異。此差異也正是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根本上之差

異。 

 明夷卦後句「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程注「用明之過則易於察20，太察即盡

事而無含弘之度。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蒞眾也，不極其明察用晦，然後

能容物和眾。」，以“和眾＂釋“明夷＂。行事過於明察則失之嚴苛，有礙治

理上的和諧。所以對待眾人也要有適當的寬容，留一些晦暗之處給他人躲藏。

此亦以儒家“仁民愛物＂的觀點說“明夷＂，而排除王弼《老子》觀點之解釋。

王弼注此曰「蒞眾顯明，蔽偽百姓者也」；「藏明於內，乃得明也」，認為“明

夷＂是手段。孔疏「所以君子能用此“明夷＂之道，以臨於眾，冕旒垂目，黈

纊塞耳，無為清靜，民化不欺。」，仍忠實於王弼之玄學觀點。對比程、王二

家在「用晦而明」之詮釋觀點，當可發現，程氏重視“而明＂，強調“用晦＂

之目的在不使“過明＂，但仍視“明＂為必要。王氏之重點在“用晦＂，以“用

晦＂為手段，及目的仍在“得明＂。     

總結程頤對〈大象傳〉的詮釋，實具下列重要特色： 

 
20 「易於察」，亦有文本(如《四庫全書》)作「傷於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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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意識的，純以儒學觀點說大象傳，並排斥佛老異說。 

（２）重視大象傳的整體性及規則性，卦畫與前句的關係，前句與後句的連結等 

（３）將《周易》經傳視為一整體，多處以〈序卦〉或〈彖傳〉釋卦名，再以卦

名詮釋〈大象傳〉。 

３．３．５朱震 

《四庫全書》記載，朱震撰《漢上易集傳》「凡十八年而成其說，以象數為宗。

推本源流，包括異同，以救莊老虛無之失。」21。《漢上易集傳》或稱《漢上易傳》，

為宋代集象數易學之大成者。是書以象數為易學的正統，充分肯定漢易，排斥王

弼易學體系。主張易道以觀象為主，《漢上易傳．繫辭傳》於「聖人設卦觀象」注

曰： 

聖人設卦，本以觀象，不言而見吉凶。自伏羲至於堯、舜、文王，近者同

時，遠者萬有千歲，其道如出乎一人，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憂患後世，懼

觀之者其智有不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

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此言六十四卦之吉凶變化，觀其卦象應可盡知。卦爻辭本屬多餘，乃是聖人

憂後學者智慧不足以自卦象之觀察變化，故而繫卦爻辭以明告知。卦爻辭不得已

而作，其目地在協助能力不足以觀象者。與前述歐陽修與程頤之觀點比較，此論

正好與前論相反。前者以辭為主，以象為輔；朱震則以象為主，以辭為輔。 

在《周易》經傳之著作背景上，朱震大體遵循傳統22，認為《周易》經傳皆為

聖人所作。《漢上易傳．叢說》23曰： 

漢書藝文志，《易經》十二篇，論彖、大象、小象、文言，班固以文王作上

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先儒自鄭康成、王

弼、孔穎達尊是說，其後諸儒疑之。．．．．司馬遷曰：孔子晚喜易序彖

繫象說卦文言。信斯言也，則彖象說卦文言古有之矣。孔子序之、繫之、

 
21 見《四庫全書．總目》經部，易類，《漢上易集傳》提要。 
22 朱震亦採周公作爻辭之說。《漢上易傳．叢說》「周公作爻辭多文王後事」，並引明夷、隨、升諸

卦之卦爻辭所記之史事證之。 
23 《漢上易傳叢說》，收錄於《四庫全書》，為《漢上易集傳》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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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之、文之而已，所謂述而不作也。 

朱震雖然認為大小〈象傳〉皆為孔子繫，但並不將〈大象傳〉與〈小象傳〉

混為一談。「易無非象也。彖也、大象也、小象也，其象各有所宜，不可以一概論。」

24認為大小〈象傳〉對卦象有不同的詮釋觀點，故不可一概而論，混為一談。 

綜合上述，朱震以儒學為本，採象數進路以說《周易》經傳。以下參考《漢

上易傳》，略述其對〈大象傳〉的詮釋特色如下： 

一、義理多採程頤之說 

朱震雖宗象數，但並非不談義理。象數與義理，只是主從上的差別，二者是

相呼應的。朱震對〈大象傳〉在義理的詮釋上，多採程頤的觀點。例如： 

 需卦，程頤引中庸「居易以俟命」呼應，朱震則注此亦曰「飲食以養其氣體，

燕樂以養其心志，居易俟命，待時而動。」。 

 剝卦，程頤引書經「民惟邦本，本固邦寧」呼應，朱震則注此亦曰「故裕民敦

本，務厚其下，是乃安宅不傾之道。書曰：民維邦本，本固邦寧。」。 

 大壯卦，程頤引論語「古己復禮」呼應。朱震則注此亦曰「非禮弗履，所以全

其壯也。橫渠曰：克己復禮。壯莫甚焉。」。 

二、重視前句與後句之連繫 

基於象數派之主張，朱震對於〈大象傳〉前句，完全依卦象作發揮。在前句

與後句之連繫上，由於朱震主張卦義是觀察卦象而得的，而〈大象傳〉前句在說

卦象，後句在說卦義，義理來自卦象。循此概念，應用在對〈大象傳〉的詮釋上，

可說後句是從對前句的理解而得到的。以此，對後句是如何從前句推導而得之事，

朱震必須重視並予以說明。故《漢上易傳》對〈大象傳〉六十四卦，均儘可能的

解說前句與後句關係。例如： 

 釋蒙卦「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行育德。」為 

 
24 《漢上易傳》〈復卦〉彖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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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水在山下，有源之水，泉也。山下出泉，未有所之，蒙也。泉積盈科，

其進莫之能禦，故君子果其行必育其德。德者行之源，育德者養源也，果

行則發而必至。震為行，乾剛為德，坎水上為雲，下為雨，在山下為泉，

象其物宜也。 

蒙卦下坎上艮，以「坎水上為雲，下為雨，在山下為泉，象其物宜也」，解釋

卦畫與前句「山下出泉」。就義理上，以“泉＂為水之源，“德＂為行之源。故以

“出泉＂連結“育德＂。在象數上，以二、三、四爻為震卦，三、四、五爻為坤

卦，此採互體說。再以坤卦旁通錯變為乾，而得震、乾二卦。以震為行，乾為剛，

故為“果行＂。 

對比《易程傳》，程頤僅簡單地以「君子觀蒙之象，以果行育德」說明前後句

關係。 

 釋解卦「雷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為 

雷雨作，天地之難解，萬物維新之時也。內外有坎，坎為獄，九二九四皆

不正，九二未失中而陷之，過也；九四不中正，罪也。君子於是時，過誤

者赦而不問，有罪者宥而從輕，與民更始，則難解矣。後世多赦輕重悉原，

刑罰不得其平，失是義也。 

解卦下坎上震，坎為雨，震為雷。此引〈彖傳〉「天地解而雷雨作」釋“雷雨＂

與“解＂之關係。在象數上，以三、四、五爻為坎，是為外坎，以初、二、三爻

為內坎，故曰“內外有坎＂。坎之象為獄，故後句與獄政有關。以二、四兩陽爻

處陰位而不正。其中第二爻雖不正但處中，故為有過而不至罪。第四爻則即不正

又不中，故為有罪。君子當對有過者赦而不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故自下坎上震

之卦象中，可得前句之「雷雨」，亦可得後句之「赦過宥罪」。 

對比《易程傳》，亦引〈彖傳〉釋前句，並以「君子觀雷雨作解之象，體其發

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行寬釋也。」簡單說明前後句關係。 

三、以象數比附文字 

基於象數派的立場，朱震主張易道以象為主，聖人設卦觀象，盡知吉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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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擔憂後人無知，故繫卦爻辭以說明其中奧妙。從這個觀點來看，若能確實對易

道有所掌握，則卦爻辭的每個字辭都會是“觀象＂的必然結果。 

基於《周易》經傳皆為聖人所作，朱震似對〈大象傳〉文句亦持相同的觀點。

即〈大象傳〉的每一字辭都可藉由象數來解釋，因而極盡以象數比附文句之能。

如上述二例，以互體，卦變，物象等說，解釋蒙卦的「果行育德」及解卦的「赦

過宥罪」。 

朱震大量引用象數易之動爻、卦變、互體、五行、納甲、及八卦物象諸說25，企圖

以象數解釋卦圖象與〈大象傳〉文句存在之必然關係。如此解釋〈大象傳〉之人

倫義理，有產生下列二缺失之虞：文詞繁雜，使讀者茫然26，此其一。使人倫義理

之根源脫離人性及生活經驗，而成為易理及象數變化之產物，此其二。 

總結朱震對〈大象傳〉的詮釋，具下列重要特色： 

（１）以象數觀點，重視前句之解說，視後句為前句之必然結果。 

（２）以象數比附〈大象傳〉文句，解釋前、後句之所以如此。 

（３）義理部份多採程頤觀點。 

３．３．６朱熹 

朱熹為繼程頤之後的理學宗師，對程頤之易學亦多有推崇，其為義理派無疑。

但其易學之最大特色在承認《易經》原本為卜筮之書，認為占卜吉凶不能脫離象

數，因而對象數之學有一定程度的接受。並且認為欲理解《易經》之義理，亦不

宜完全脫離象數27。 

以此，朱熹雖仍持傳統易歷三聖，孔子作《十翼》之說，但對《周易》經傳

 
25 參考唐琳，《朱震的易學視域》，頁 45-90。 
26 《四庫全書．總目》，《漢上易集傳》提要，引胡一桂語「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

且文詞繁雜，使讀者茫然。」 
27 參考朱伯崑《易學哲學史》，第二卷，４１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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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過程，有進一步區分及說明。《語類》曰28

易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老莊解，後人便只以為理，

而不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

字。某不敢說，竊意如此。後文王見其不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佔得爻

處不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不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

之意。 

朱熹認為伏羲畫卦未立文字，只是用陰陽符號來說凶吉。其法漸不可曉，故

文王周公繫卦爻辭，以文字說明。待孔子時，卦爻辭之深意世人亦不可曉，故孔

子作傳解釋卦爻辭。今人讀孔子所傳之《周易》，若以為只是講義理，其實是有問

題的。若追本溯源，《周易》其實是卜筮之書。 

以此，再進一步區隔《易經》(卦畫及卦爻辭)與《易傳》(十翼)。則可得《易

經》為卜筮之書，而《易傳》為哲理之書。蓋孔子贊《周易》，是將原本占筮之辭，

講出一番吉凶消長進退的道理。也就是說，《周易》經傳之內容，應隨作者之不同，

而有不同的理解及詮釋。《語類》曰29

今人讀易，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易，文王自是文王之易，孔子自

是孔子之易。讀伏羲之易，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說話，方見得易之本意，

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裡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說八箇卦有

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不出於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理。 

以上更清楚交待，伏羲畫八卦為占筮之用。原在說乾坤諸象，及陰陽吉凶之

理，是謂“伏羲之易＂。待文王周公繫卦、爻辭，自有文王之理，是為“文王之

易＂。孔子贊以〈彖傳〉、〈象傳〉、〈文言〉等諸篇，自有孔子之理，是為“孔子

之易＂。故《周易》經傳雖一脈相傳，但各有各的道理，不應混為一談。 

在這樣的概念之下，使朱熹對〈大象傳〉的態度，具有更開闊的詮釋空間。

即可託之於象數，又可暢談義理。可惜的是，朱熹對〈大象傳〉似乎並未特別重

視，對大小〈象傳〉亦未特別區分。《周易本義》注〈大象傳〉乾卦，曰「象者，

卦之上下兩象，及兩象之六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對大小〈象傳〉未特別區分。

 
28《朱子語類》卷第六十六，易二。 
29《朱子語類》卷第六十六，易二。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三章                

   46

                                           

曰「此周公所繫之辭也」，似以周公為〈象傳〉之原作者？ 

今參考《周易本義》分析朱熹注〈大象傳〉之特色如下。 

一、以程頤為宗 

《周易本義》多採程頤觀點，注〈大象傳〉尤然。例如〈大象傳〉屯卦後句

「君子以經綸」，程注「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於屯難。」，朱注「屯

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文字雖異，義理相同。再如履卦，朱注「程傳備矣」

並於其後直接引程注全文，不改一字。 

二、簡要不繁 

朱熹注《周易》甚是簡要，於〈大象傳〉亦是如此。《語類》曰30

某之易簡略者，當時只是略撘記。兼文義，伊川及諸儒皆已說了，某隻就

語脈中略牽過這意思。 

朱熹認為許《周易》許多義理程頤等己經說說得很通透，他就不必再說，只

是在文脈中簡單帶過。著墨處大抵在文字之訓詁，或類似讀書心得之札記補充，

而非長篇大論。例如注大過卦「雷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禮勿履。」，僅「自勝

者強」四字。再如對〈大象傳〉之剝卦、恆卦、明夷卦等、則不作任何注疏。 

三、兼論象數 

《周易本義》注〈大象傳〉雖然簡短，但不乏在象數上的說明，以補程注之

不足。例如臨卦「澤上有地，臨﹔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朱注「教之

無窮者，兌也。容之無疆者，坤也。」。臨卦下坤上兌，以兌釋無窮，以坤釋無疆。  

總結朱熹對〈大象傳〉的詮釋，其特色為： 

（１）經傳分離，認為《易經》與《易傳》應有所區隔。 

（２）主要採程頤觀點，於訓詁或象數上略作補充。 

 
30《朱子語類》卷第六十七，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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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７王夫之 

王夫之，後人譽之為傑出的經學家、哲學家，為宋明經學及道學的終結者31。

其易學著述頗為豐富，尤其是《周易大象解》，是傳統易學著作中，少數以〈大象

傳〉為主體而闡述易理之易學專著。王夫之易學之特點，依其自述，其綱宗如下，

其中“乾坤並建＂，“四聖一揆＂，“占學一理＂尤為關鍵。 

大略以乾坤並建為宗，錯綜合一為象，彖爻一致、四聖一揆為釋，占學一

理、得失吉凶一道為義；占義不占利，勸戒君子，不瀆告小人為用；畏文、

周、孔子之正訓，辟京房、陳摶、日者、黃冠之圖說為防。（《周易內傳發

例》） 

 “乾坤並建＂強調，乾坤為易之體，為萬物生成之根本。“乾元＂為萬物生

化根本之理，“坤元＂為萬物形成根本之材。乾坤成物，時無先後，無分主從，

是為“乾坤並建＂。故以 “乾＂、“坤＂ 統宗諸卦。即六十四卦中，六十二卦

都是乾坤二卦變化的結果。 

 “四聖一揆＂主張伏羲畫卦，文王重卦並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而孔子作《易

傳》。王夫之曰：  

伏羲氏始畫卦而天人之理盡在其中矣。．．．文王起於數千年之後，．．．

得即卦象而體之，乃繫之彖辭，以發明卦象吉凶得失之所由。周公又即文

王之彖，達其變於爻，所以研時位之幾，而精其義。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

辭，贊其所以然之理，而為文言與彖象之傳，又於其義例之貫通與其變動

者，為繫傳說卦雜卦，使占者學者得其指歸，以通其殊致。蓋孔子所贊之

說，即以明彖傳象傳之綱領。而彖象二傳即文周之彖爻，即伏羲氏之畫象，

四聖同揆，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未嘗有損益也明矣。（《周易內傳發例》） 

 此論《周易》經傳為四位聖人先後發明精益求精之作，後聖闡揚先聖之意，

只是傳達而未有所增減。故四聖所傳之“易＂為同一“易＂，並非如朱熹所主張

「伏羲自是伏羲之易，文王自是文王之易，孔子自是孔子之易。」。以此可知，王

夫之對《周易》經傳之形成及關係上，是以傳統之說為基調的。  

唯對孔子所作《十翼》之內容，王夫之另有見解。王夫之不認同〈序卦〉，認

 
31 參考朱伯崑《易學哲學史》第四卷，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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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十翼》中〈序卦〉不為孔子所作。主要原因當在〈序卦〉認為「有天地，然

後萬物生焉」，與王氏“乾坤並建＂說所主張之「天地不先，萬物不後」32不合。

另一方面，王夫之特別重視〈大象傳〉，故將〈大象傳〉自上、下〈象傳〉抽離，

獨立成篇。原〈象傳〉二篇之內容則純為〈小象傳〉。如此，原《十翼》仍奏足十

篇，只是將〈序卦〉改為〈大象傳〉33。 

至於《周易》是否為占筮之書，王夫之主張“占學一理＂，占為占筮之術，

學為教化學習。王夫之認為，《周易》為卜筮之書，此固不待言。但並非僅是卜筮，

更是義理之學。占與學的道理是相通的。君子如有疑，必先反求諸己，或謀之師

友，總是以學思來辨明事理，並循理而行事。明事理則不需占筮。“占＂是不得

已，“學＂才是須臾不離的。 

王夫之特別重視〈大象傳〉的原因，就在《周易》之卦爻辭及〈彖傳〉、〈小

象傳〉、〈文言〉、〈繫辭〉、〈說卦〉等，在內容上都雜有“占＂及“學＂的成分，

只有〈大象傳〉是「純乎學易之理」。《周易大象解》序曰： 

大象之與彖爻自別為一義。取大象以釋彖爻，必齟齬不合，而強欲合之，

此易學之所由晦也。易以筮而學存焉，惟大象則純乎學易之理，而不與於

筮。蓋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立命也。．．．苟精其義窮其理，

但為一陰一陽所繼而成象者，君子無不可用之以為靜存動察、修已治人、

撥亂反正之道。 

此說〈大象傳〉雖是聖人之作，但對易理的詮釋是不同於卦爻辭及〈彖傳〉

等諸傳的。如果以〈大象傳〉來釋《周易》經傳的其他部份，或以《周易》經傳

的其他部份來解釋〈大象傳〉，必定會有齟齬不合之處。勉強去湊合，只會讓易學

更加晦澀。也就是說，王夫之是反對以卦爻辭解〈大象傳〉，或以〈彖傳〉、〈小象

傳〉等解釋大象傳的。此外，〈大象傳〉雖不言占筮之事，不能極數知來。但若能

「精其義窮其理」則可大用於修己治人。這也是王夫之特別看重〈大象傳〉的另

 
32參見《周易外傳》卷七。「天地不先，萬物不後」。 
33參見《周易內傳發例》「故曰序卦非聖人之書也。若夫十翼之說，既未足據即云十翼。文言一，

上下彖傳二，大象一，上下象傳二，繫辭上下傳二，說卦傳一，雜卦傳一，序卦固贅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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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因。 

其於以上之理解，參照其《周易大象解》，可進一步歸納王夫之詮釋〈大象傳〉

的特色如下： 

一、視〈大象傳〉為獨立之著作 

王夫之對〈大象傳〉之重視己略述於前。基本上，王夫之認為〈大象傳〉不

同於《周易》經傳其他篇章，而為獨立之著作。但這只是在對〈大象傳〉的詮釋

上，擺脫占筮之說的負擔，而使之能專注於義理。基於“四聖一揆＂的理念，王

夫之在《周易大象解》中，仍有以〈大象傳〉於卦爻辭呼應的說法。例如釋乾卦

「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曰： 

自老至少為而不倦，初上之行也。自窮而達不失不離，二五之行也。自危

而安不變其塞，三四之行也。．．．乃如天之自健其行，而不與事物見健

焉。品物流行，非天之有意也，萬國咸寧，非君子之有心也。 

將「健」與「自強不息」，與乾卦各爻，及彖傳之「品物流行」，「萬國咸寧」

等呼應。 

二、視〈大象傳〉為“用＂ 

〈大象傳〉多有「君子以．．．」或「先王以．．．」等句型。王氏釋“以＂

為“用＂34。故《周易大象解》對某卦之描述，多有以“善用(或不善用)某卦者＂ 如

何如何，或“君子能用之者＂如何如何等方式表達。 

王夫之認為〈大象傳〉說六十四卦，一卦有一卦之象，一象有一象之理，君

子用此卦象之理以處世修身，則可以不待占筮而無過矣。所謂「君子學聖人之學，

未能至焉而欲罷不能。竭才以從，遺其一象而即為過，豈待筮哉」35。 

不但如此，王夫之對〈大象傳〉之所以為用，多朝積極面解釋，而這也正是

〈大象傳〉的特色。例如否卦卦辭曰「不利君子貞」；剝卦曰「不利有攸往」；姤

 
34見《周易大象解》〈乾〉「以，用也」。 
35見《周易大象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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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曰「勿用取女」；歸妹卦曰「征凶」36，王夫之則指出37： 

故否而可以儉德辟難，剝而可以厚下安宅，歸妹而可以永終知敝，姤而可

以施命誥四方，略其德之凶危而反諸誠之通復，則就天地雷風電木水火日

月山澤已成之法象，而體其各得之常。．．．分審六十四卦之性情，以求

其功效，乃以精義入神而隨時處中。天無不可學，物無不可用，事無不可

為，由是以上達，則聖人耳順從心之德也。 

強調於負面卦旨之處，仍可於〈大象傳〉中學習到積極的，正面的義理。〈大

象傳〉六十四卦皆為聖人耳順而從心所欲之所得，皆有可學之精義。 

三、藉〈大象傳〉發抒己見 

王夫之注〈大象傳〉，於義理處常借題發揮，而有創造性之詮釋。以訟卦為例，

〈大象傳〉曰「天與水違行，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夫之注曰「人與己違則

訟人，道與欲違則自訟。君子之用訟也，不以訟人以自訟，善於訟矣。．．．」。

此將“訟＂解釋為天理與人欲之辨。“訟＂本為爭訟之訟，爭訟在傳統上認為是

比較負面的事。王夫之於此，以“自訟＂賦予“訟＂以正面之意義。此雖符合王

夫之所主張，視〈大象傳〉為用，各卦無不有其積極之意義。但將“訟＂解釋為

“自訟＂，亦似為借題發揮，賦〈大象傳〉以新義。以〈大象傳〉之文，抒一己

之見。 

四、以〈大象傳〉駁斥佛老異端 

王夫之注〈大象傳〉謹守儒家門戶，視佛老等他說為異端而多有批判。例如： 

 注乾卦「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則曰「．．．以博濟為行健，於載物

而不知息，其流為釋、墨，不知用乾者也。以推移為勢順，以自息而不能強，

其流為莊、列，不知用坤者也。．．．」 

 注離卦「明兩作，離，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則曰「．．．老氏一以悶悶

孩兒天下，申韓一以察察矜私智，惡足以稱大人之事哉。」 

 
36參見《周易》剝、否、姤、歸妹，四卦之卦辭。 
37見《周易大象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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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咸卦「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則曰「．．．若宅心皆虛，不盡

其實。則是不誠無物。惡足以受天下哉？老莊之詭於易也以此。」 

 注損卦「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則曰「．．．釋氏所為，戕性

殘形以趨涅槃。老氏所為，致柔守錞以保嬰兒。皆不知損而戕道、以戕性矣。」 

注升卦「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則曰「．．．老氏以

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是謂逆理。」 

總結王夫之對〈大象傳〉的詮釋，其特色為： 

（１）重視〈大象傳〉，視〈大象傳〉為獨立之著作，純為學理而不談占理。 

（２）以儒家經世濟民的觀點，賦予〈大象傳〉正面的積極的意義。 

（３）藉〈大象傳〉之詮釋，高舉儒家，而貶斥道佛等異端之說。 

３．３．８高亨 

高亨精於訓詁考證，為現代易學考據派的代表人物之一38，思想上多有古史辨

派顧頡剛、李鏡池之風。於易學研究，不採《周易》經傳合一的傳統，而將《易

經》及《易傳》分冊作注，即《周易古經今注》及《周易大傳今注》二書。其對

《周易》經傳之著作背景上，很明顯是反對《周易》文本“經傳不分＂的傳統。

有關《易傳》之成書，高亨雖同意孔子讀過《易經》，但認定十翼斷非孔子所作。

對於《易傳》的作者及時代問題，高亨認為應作於戰國時代，且非出於一人之手。

其中〈彖傳〉最早出，作於〈象傳〉之前39。 

高亨雖然認為《易傳》非孔子所作，亦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在篇章的區分上，

仍循傳統，將《易傳》內容分為〈彖〉、〈象〉、〈文言〉、〈繫辭〉、〈說卦〉、〈序卦〉、

〈雜卦〉七篇。也就是說，視〈大象傳〉與〈小象傳〉為同一書而不予以區分。

這對於高氏在對〈大象傳〉之著作年代考證及學派屬性之認定上，有極大的影響。

 
38參考廖名春《周易研究史》頁 399。 
39參考《周易大傳今注》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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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高亨認為〈象傳〉反映儒家及法家思想40。 

綜合以上概述高亨之易學主張，並參考其《周易大傳今注》41，進一步分析其

對〈大象傳〉詮釋之特色如下：  

一、著重訓詁，少作發揮   

高亨力求文字上之理解，著重訓詁討論，及各家文字注疏之援引比對。謹守

考據學之分寸，實事求是，凡說必有文獻上的證據，或邏輯上的交待。在義理方

面，則多引前賢，而少有發揮。亦不旁引卦爻辭、〈彖傳〉或《易傳》之其他篇章，

以單純而清晰的方式對〈大象傳〉作詮釋。 

二、對經卦之物象做整理 

高亨認為「《易傳》象數之說，瑣碎而複雜，貫通全書之義例極少，但綜合而

分析之，亦可得其要領。能掌握其義例，則有助於理解傳文42」。因此對卦象及爻

象諸說作了系統性的整理。其中與〈大象傳〉有關者，當在八卦之卦象(物象)。為

了避免過多的引申及比附，高氏非常負責的，將他所接受的卦象編表以明示43。例

如“乾＂為天、朝廷、君、君子、陽氣、剛健。而不接受其他的引申44。 

但是，高亨在經卦物象的賦予中，似乎亦有比附文句，就箭而畫靶，因文句

而給象的問題。例如，其〈卦象備查表〉以“乾＂象天而比附朝廷，乃見於〈象

傳〉之需、小畜、大畜、遯、大壯、夬，諸卦。但上述諸卦之〈大象傳〉文本所

敘，並無涉於朝庭。也就是說，高亨似乎先認定〈大象傳〉於上述諸卦之所敘之

文句，往“朝庭＂方向解釋，其理較為順暢，故而設定“乾＂可以象“朝廷＂。

所以這些卦象的設定，仍是有相當程度是作者詮釋下的產物。 

高亨藉由經卦之物象及其引申，擴大了對前句解釋的空間。例如“坎＂可以

 
40參考《周易大傳今注》頁８，注８。 
41高亨：《周易大傳今注》，濟南：齊魯書社，2009 年。 
42見《周易大傳今注》頁 10。  
43參考《周易大傳今注》頁 16-18，〈卦象備查表〉。 
44例如〈說卦〉“乾＂亦可象馬、首、父、金、玉、寒、冰、大赤、木果等，高亨皆不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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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雨＂，“雨＂可以象“恩澤＂。故釋需卦前句「雲上於天」曰「按〈象傳〉

以雨比德澤(雲是未降之雨)，以天比朝庭，以雲上於天比德澤在朝庭之上。」。但

所謂「〈象傳〉以雨比德澤」的說法，其實並不是〈象傳〉說的，而是高氏所設定

的。高氏充份利用卦象上的引申比附，以連結前句與後句。 

三、重視前後句之關係 

高亨對〈大象傳〉六十四卦，每一卦均充份解釋對前句及後句，並說明前句

與後句之連繫。在前句之解釋上，亦能緊扣卦畫及所象之物，而不妄加爻辰、卦

變、互體、五行、納甲等變化。 

但如前所述，高亨對八卦所象徵的意義，往往是視解釋上的需要而設的。所

以八卦與其象徵之物，有多對多的關係。例如“坎＂為“水＂，“水＂可以為美

德，為群眾。“兌＂為“澤＂，“澤＂可以為臣子，為民眾。“坤＂為“地＂，

“地＂可以為土地，為民眾。如此，雖然方便於前句及後句之連結，但在規則上，

似乎有些任意發揮。例如： 

 釋師卦「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為「按〈象傳〉以水比群眾，地

中有水，象大地之內有群眾．．．大地之內有群眾，國君宜容納之，畜養之。．．．」 

 釋履卦「上天下澤，履﹔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為「按〈象傳〉以天比君，

以澤比民，以上天下澤比君處於上，民處於下。．．．君子觀此卦象及卦名，

從而制禮明禮，以分別上下之地位，限定人民之志願．．．」 

 釋頤卦「山下有雷，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為「按〈象傳〉又以山比

貴族，以雷比刑，以山下有雷比貴族在上位施刑罰於下。君子觀此卦象及卦名，

從而慎言語，節飲食，以免因失言多欲遭受貴族之刑罰．．．」 

 釋蹇卦「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為「按〈象傳〉以山比賢人，以

水比人之美德。賢人之身上有美德，必克服艱難，始成其德，是以卦名曰蹇。

君子觀此卦象及卦名，從而反求之已，以修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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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水＂可以為民，“澤＂亦可以民。“山＂可以為貴族，亦可為賢人。“水＂

可以為民，亦可為美德。只要能連結前句與後句，高亨賦八卦之象以相當大彈性

及解釋空間。 

四、斥〈大象傳〉不科學 

高氏注〈大象傳〉中，數斥〈大象傳〉之不科學。例如： 

 於豫卦，「《易傳》對於雷有不科學之謬說，認為大陸地區，天暖時雷出於地上，

天寒時雷返於澤中。」。  

 於隨卦，「《易傳》對於雷有不科學之謬說，認為濱湖地區，天寒時雷入於澤中。

此雷隨天時以休息，是以卦名為“隨＂。」。 

 於復卦，「《易傳》對於雷有不科學之謬說，認為大陸地區，天暖時雷出於地上，

天寒時雷返於澤中。雷在地中是雷復返其原處，是以卦名曰“復＂。」。  

對這樣的批評，我們很難在《易傳》上找到證據，至少在〈大象傳〉中，並

沒有關於雷之形成與天時及地形之關係等描述。〈大象傳〉只是提出一個卦象上的

解釋。有關於雷之形成及與《易傳》之關係，高亨於〈大象傳〉豫卦之附考，有

更詳細之引證。但所引證之文獻為《初學記》及《漢書．五行傳》45。也就是說，

高亨所指控「《易傳》對於雷有不科學之謬說」，其實說者不是《易傳》，更不是〈大

象傳〉，而是其他的文獻。 

有關雷之形成及性質，及其用之於〈大象傳〉之詮釋，古人多有引用。例如

孔穎達即試圖以當時之科學理論，解釋〈大象傳〉豫卦之「雷出地奮」。《周易正

義》曰「雷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狀。雷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

皆逸豫，故曰『雷出地奮，豫』也46」。陳夢雷《周易淺述》釋〈大象傳〉隨卦曰

「雷二月出地，八月入地，澤亦地也。又兌正秋，八月正兌之時。震下兌上，有

 
45 見《周易大傳今注》頁 157，注 3。 
46 見《周易正義》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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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入地中之象47」。以“震＂為雷，“兌＂為澤、為地、為八月。雷八月入地，故

〈大象傳〉曰「澤中有雷」。 

重點是，這些解釋只是詮釋者的觀點，未必就是〈大象傳〉作者的觀點。高

亨以詮釋者的觀點，用「濱湖地區，天寒時雷入於澤中」解釋〈大象傳〉之「澤

中有雷」；再以此解釋，批評「《易傳》對於雷有不科學之謬說」，似有久公允。 

總結高亨對〈大象傳〉的詮釋，其特色為： 

（１）重視訓詁考據，對〈大象傳〉文本，力求字義清晰。 

（２）有意識的僅依經卦物象詮釋〈大象傳〉前句，而不雜以他說。 

（３）重視前句與後句之連結。 

３．３．９陳鼓應 

陳鼓應先生於其大作《周易注釋及研究》之前言中，對歷來《周易》經傳之

研究，提出了三個一直存在的問題。包括學派歸屬問題，以傳解經問題，及文字

訓詁問題。陳先生並對此三個問題所形成的弊病及解決之道，提出清楚的主張。 

第一點，在學派問題上，傳統預設《周易》經傳為儒家著作，使周易研究有

所局限，甚至流於膚淺或曲解。第二點，在解經問題上，以傳解經的傳統，加上

以儒家思想解《易傳》，使對《易經》的解釋齟齬難通。第三點，在訓詁問題上，

傳統易學忽略文字訓詁，加上前二原因，使《周易》本文日漸隱晦難懂48。以上三

個觀點，也反應了陳氏在〈大象傳〉詮釋上的立場。針對第一點，陳氏多引道家

之說來擴大〈大象傳〉的詮釋視域。針對第二點，陳氏反對以傳入經，《周易注釋

及研究》之編排上，對同一卦，即採卦辭、〈彖傳〉、〈象傳〉分列的方式以恢復《周

易》經傳原本之面貌。針對第三點，陳鼓應與高亨一樣，重視訓詁，並旁徵博引

諸家之說。所不同者，陳氏善用帛書之資料，在古文字之通假及異文之徵引上，

 
47見陳夢雷《周易淺述》，75 頁。 
48參考陳鼓應，趙建偉《周易注釋及研究》〈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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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更多的材料可供發揮。 

在〈大象傳〉與〈小象傳〉之關係上，陳先生似無定論。一方面，陳氏認為49

討論〈象傳〉，首先應將〈大象〉和〈小象〉分別開來討論。〈象傳〉中的

〈大象〉與〈小象〉是不同人先後寫出來的。 

此主張〈大象傳〉與〈小象傳〉應分別討論。但另一方面，在《周易注釋及

研究》中，將〈大象傳〉與〈小象傳〉合列。並在對〈象傳〉的詮釋上，多次混

大小〈象傳〉為一談。例如，於乾卦之通說曰： 

《周易》六十四條〈大象〉，其中五十三條是講君子的修齊治平之學。從每

卦的〈小象〉可以發現，〈大象〉中的君子實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的統

稱。（《周易注釋及研究》頁 28） 

於需卦之通說曰： 

〈象傳〉以『飲食宴樂』『以中正』觀照需卦。主張剛健之德遇逢險難時，

應煉養心形，無為待時。 

其中，「飲食宴樂」為〈大象傳〉文句，「以中正」為〈小象傳〉文句，二者

混為一談，似有違前旨。 

以上綜合陳氏易學之主張。今參考所著《周易注釋及研究》50及《易傳與道家

思想》51，進一步分析其對〈大象傳〉詮釋之特色如下： 

一、重視訓詁 

此與高亨類似。力求字義理解之準確性，並博引比對各家訓詁之討論。比較

大的差別是，陳氏使用更多的出土文獻資料，此點於後將有更詳的說明。 

二、重視前後句之關係 

此亦與高亨類似。與前賢比較，高亨與陳鼓應均意識到〈大象傳〉前句與後

句內在連繫說明的重要性。陳氏並於《周易注釋及研究》中，對前句與後句之意

 
49見《易傳與道家思想》〈象傳中的道家思維方式〉，頁 44。 
50陳鼓應，趙建偉：《周易注釋及研究》，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年。 
51陳鼓應，《易傳與道家思想》，北京：新知三書店，1996 年。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三章                

   57

                                           

義及關係，做了具體的說明。陳氏稱〈大象傳〉之前句為“第一部份＂，後句則

為“第二部份＂。並指出，第一部份「是用來解釋卦象並點出卦名」，「是本卦所

顯示人的具體意象」。第二部份則為「由卦象引發出修身治國的告誡和議論」。而

第一部份是第二部份「採取何種行動的原因和根據」52。該書有關〈大象傳〉之注

釋，大體即依此原則發揮。 

（３）大量引用馬王堆帛書 

陳氏重視近代出土文獻之新材料，尤其是１９７３年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資

料。書實上，本章所列的九位〈大象傳〉詮釋者之著作中，也唯有陳鼓應先生的

《周易注釋及研究》及《易傳與道家思想》，是在帛書資料公布後問世的。 

帛書《易經》的出現，帶來卦名、卦序、及卦爻辭在訓詁上及文本上的眾多

討論。帛書〈繫辭傳〉，及〈二三子問〉、〈易之義〉、〈要〉、〈繆和〉、〈昭力〉等另

外五篇易說，也為《易傳》之討論提供許多新的材料。帛書《黃帝四經》的出現，

更為陳氏提供更多的證據，以說明《周易》與道家的關係。 

陳鼓應先生多處以帛書資料重釋卦名。而卦名與〈大象傳〉的前句、後句之

連結，是有緊密關係的。例如，論乾卦之卦名，帛本為“鍵＂，故〈大象傳〉之

「天行健」當作「天行，健」53，“健＂即“乾＂，為卦名。論小畜卦之卦名，帛

書為“少蓺＂，此訓“蓺＂為容保，保有。並以此說〈大象傳〉之師卦及臨卦54。 

四、〈大象傳〉與道家關係 

陳氏反對以儒家單一觀點詮釋《周易》經傳，並主張《易傳》為道家學派的

作品。在《易傳與道家思想》中，設有專章辯證〈象傳〉（主要是〈大象傳〉）道

家之成分多於儒家及法家55。此處所謂“道家＂，應包括老、莊、黃老、稷下道家

等。其主要論點包括： 

 
52參考《周易注釋及研究》〈乾〉象傳，注釋。頁 10-11。 
53參考《易傳與道家思想》頁 48。 
54參考《周易注釋及研究》〈小畜〉通說。頁 107。 
55參考《易傳與道家思想》〈《象傳》中的道家思維方式〉，頁 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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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維方式，出於道家而非儒家。 

陳氏認為，〈大象傳〉之特點即將天道與人事統一起來。而這一個模式是全然

繼承原始道家的。道家創始人，老子，便標舉「人法地，地法天」之說。「反之，

儒家的思維方式是單調而單向的，儒家創始者孔子之思想格局僅限於人倫一隅而

罕言天道」56。 

（二）〈大象傳〉中的“君子＂不具道德意識 

陳氏認為，〈大象傳〉中的“君子＂一詞，猶存古意。而“君子＂一詞早在儒

家孔子誕生之前就已通行，多指有地位者。〈大象傳〉中之君子不具道德意涵57。 

比較尷尬的是，陳氏於他處又主張「〈大象〉中的君子實為『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的統稱」58，似乎認為〈大象〉中的君子，乃論“德＂而不論“位＂。此或莫

衷一是，而無定論？ 

（三）〈大象傳〉內容與道家思想相合 

〈大象傳〉六十四卦後句之內容，如「自強不習」、「厚德戴物」、「作事謀始」

等，均與道家思想有關。大體而言，陳氏將《淮南子》，《黃帝四經》，《老子》，《莊

子》，《文子》，《列子》，《管子》等歸類於道家著作，而〈大象傳〉中，只要能與

道家著作之內容有關者，都可被列入與道家思想相合。例如，論〈大象傳〉師卦 

與道家思想曰59： 

《師》卦《大象》云：“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按《老子》

八章以“水＂之“善利萬物＂而“處眾人之所惡＂。《大象》此處以地中之

水取容民畜眾之義，正與老子旨意合。 

但與道家思想相合，或與道家著作之文意相合，是否就代表其想來自道家？

此點陳先生並未作更深入的說明。 

 
56參考《易傳與道家思想》頁 47。 
57參考《易傳與道家思想》頁 47。 
58參見《周易注釋及研究》〈乾〉象傳，注釋。頁 10-11。 
59見《易傳與道家思想》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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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陳鼓應先生對〈大象傳〉的詮釋，其特色為： 

（１）重視訓詁考據，大量引用馬王堆帛書等出土文獻。 

（２）明確分析〈大象傳〉之結構，並有意識強調前句與後句之關連。 

（３）主張〈大象傳〉與道家思想相合。 

綜合上述九家對〈大象傳〉的詮釋觀點，依其歷史演變，大體上朝下列幾個

方向發展： 

（一）大象傳越來越被視為獨立的文本，而拒絕承認《周易》經傳一體，或《易

傳》諸篇出自一人之手的傳統說法。 

（二）越來越重視大象傳前後文句的內在連結，意識到後句不僅只是道德教條，

而且是前句所產生之有意義的連想。 

（三）近代如高亨，陳鼓應等，對大象傳之詮釋空間，持越來越開放的態度。依

文字說義理，未必一定要以純儒家觀點強說之。 

３.４ 大象傳研究之相關論題 

綜合上述對〈大象傳〉研究之各類觀點，及歷代學者對〈大象傳〉詮釋之重

點演變。茲歸納〈大象傳〉研究之相關論題，依其邏輯先後順序，分列如下： 

一、大象傳之成書問題 

有關〈大象傳〉之作者、著作年代及成書方式，可再細分為下列問題： 

（１）十翼是否為孔子所作？〈大象傳〉是否為孔子所作？若非孔子所作，作者

為何人？成書於何時？ 

（２）〈大象傳〉與〈小象傳〉是否為同一著作？亦或為與〈小象傳〉無關之獨立

之著作？ 

（３）《左傳．昭公二年》韓起「觀書於大史氏，見易象與魯春秋」。此處之“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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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與〈大象傳〉之關係為何？此又引申〈大象傳〉與《易經》之間的關

係為何？  

二、大象傳與彖傳之關係問題 

〈象傳〉與〈彖傳〉為《易傳》中，解經部份最為後人所推崇者。尤其是〈大

象傳〉與〈彖傳〉，傳統上二傳皆直接附於《易經》卦辭之後，其地位幾乎等同與

《易經》。〈象傳〉與〈彖傳〉之解經體例及優劣，亦常為學者所討論。在近代，

十翼為孔子所作之說常遭否定，〈象傳〉與〈彖傳〉更有相比較之必要。尤其是〈大

象傳〉與〈彖傳〉成書之先後問題，以及二書之間的關連問題。 

本論文限於時間及篇幅，並未對〈彖傳〉進行充分研究，故對此議題，僅提

出而不討論。 

三、大象傳與儒家之關係問題 

傳統上〈大象傳〉多被認為純綷儒家之著作，不容置疑或參雜他說。近代之

易學研究對此則持更開於的態度。〈大象傳〉固然有可能是儒家之作，但亦有可能

是道家之作，或法家之作。或為儒道未分時之著作。 

四、大象傳之思想內容問題 

從縱的來看，〈大象傳〉對每一卦有一短文，共六十四篇短文。從横的來看，

〈大象傳〉可分前句、卦名、與後句之形式。〈大象傳〉前句所蘊含的思想為何？

後句所蘊含的思想為何？前句與後句之間的連繫所蘊含的思想為何？綜合六十四

篇短文，其一貫之思想為何？上述思想中，哪些思想有比較高的哲學成分？ 

上述大象傳研究之相關論題，本論文將於第六章及第七章，依本論文所持之

諸觀點，逐項進行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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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象傳體例研究 

４．１大象傳文本預設 

在卷秩繁浩的《周易》相關著作中，依中國經學詮釋傳統，其實可有秩序的

構成幾層同心圓。最核心的部分，是《易經》本身，也就是六十四卦之卦畫、卦

名、及卦辭及爻辭部份。第二層為《易傳》，也就是解釋《易經》的部份，傳統分

為十篇，古人視此十篇為《易經》之羽翼，故亦稱“十翼＂。第三層為解釋《易

經》及《易傳》之註，如王弼之《周易注》或程頤

之《易程傳》。第四層為解釋注之疏，如孔穎達《周

易正義》為王弼《周易注》作疏。如圖４－１所示，

在這種層層包圍，彼此糾結所形成的，堅實的，綿

密的易學詮釋系統下，〈大象傳〉為《易傳》之一篇，

是為第二層，為詮釋《易經》之作，也就是詮釋卦

畫及卦爻辭之作。 

現代易學固然不再受限於此經學詮釋傳統，然而基於此，亦可了解傳統易學

體系中，文本發生的時間順序及內容的依附關係。今人若欲跳脫古人所設之重重

限制，以求對〈大象傳〉的詮釋能有所突破。必須對此詮釋傳統重新檢討，以釐

清〈大象傳〉，與《易經》的關係，並直接面對位於第二層的〈大象傳〉文本，進

行第三層的發揮。 

在易學核心部份，即《易經》本身之內容及結構，其實亦有討論的空間。《易

經》由六十四卦所組成，每一卦之內容含該卦之卦畫、卦名、卦辭及爻辭。其中，

卦畫之出現很可能早於卦爻辭。其理由有二：第一，傳統易歷三聖之說，便主張

伏羲畫卦，文王繫辭。伏羲當在文王之先，故先有卦畫，而後有卦爻辭。第二，《周

禮‧春官大卜》記載，太卜掌連山，歸藏，周易等三易。連山，歸藏，周易是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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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占筮之法，三法雖有不同，然「經卦皆八，其別皆六十有四」1。八及六十四

分別為二的三次方及六次方。很明顯的，連山，歸藏，周易之經卦皆為三畫卦，

其別卦則皆為六畫卦。也就是說三易均是六十四卦，都一樣是由兩種爻符號2，作

六層排列所構成的六十四種組合。但卦畫下所繫之卦爻辭，則三易就很可能有所

不同。西晉時出土的汲塚竹書，有《易繇陰陽卦》二篇，《晉書．束皙傳》曰「《易

繇陰陽卦》二篇，與《周易》略同，繇辭則異。」。後人如李學勤等考證，此《易

繇陰陽卦》可能就是《連山》或《歸藏》3。由此可知，

除《周易》外，另有同為六爻卦畫的《易》，但卦爻辭

則不同。此亦是先有卦畫，而後有卦爻辭之明證。基

於此，就易學核心部份，可進一步分為兩層，卦畫在

內，卦爻辭在外。也就是說，先有卦畫，再有卦爻辭，

卦爻辭則是詮釋卦畫的。(如圖４－２所示)  

卦名亦是《易經》的重要內容之一。有關卦名與卦爻辭的關係，比較不明顯。

卦名之說，傳統如《周易正義》以為「聖人名卦，體例不同」4，認為卦名之取法，

並沒有一定的成規。有因該卦所象徵之物而為卦名的，如否卦，鼎卦等。有因該

卦所象之物的作用而為卦名的，如乾卦，坤卦。有因該卦述之人事而為卦名的，

如家人卦，履卦等。依此，卦名只是一卦之名，用來代表該卦，並未言及卦名與

卦爻辭關係。近代李鏡池以為，卦名與卦爻辭有內在的連繫，〈周易卦名考釋．補

記〉曰「其中多數，每卦有一個中心思想，卦名是它的標記」5。高亨則主張先有

                                            
1 見《周禮‧春官大卜》「掌三易之法，一曰連山，二曰歸藏，三曰周易。其經卦皆八，其別皆六

十有四。」 
2 此處稱符號而不示以陰陽二爻，因為不能確定古代之卦畫之具體畫法，但由六個成對的符號所構

成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3 參考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頁３４，討論三易及其間關係，指出三易並存之可能。頁１８３，

討論汲塚出土之易類書時，引王隱所撰《束皙傳》「有《易卦》，似《連山》或《歸藏》」。並認為「汲

塚所出的《易繇陰陽卦》，或稱《易卦》，確可能就是《連山》或《歸藏》」。 
4 見《周易正義》上經，〈乾〉，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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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參考李鏡池《周易探源》頁 291。李氏於此亦說明〈周易卦名考釋〉寫作時之困惑及反覆處，曰

「由於《易》文簡古，不易解釋，故對卦名和卦爻辭的聯繫有許多沒有看出來。最近寫《周易通義》

一書，才明白卦名和卦爻辭全有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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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辭(卦爻辭)，後有卦名。高亨曰「古人著書，率不名篇，篇名大都為後人所追題，

如《書》與《詩》皆是也。《周易》之卦名，猶《書》、《詩》之篇名，疑筮辭在先，

卦名在後。」6 並主張大多數卦名，並不能代表卦象之意義7。綜合上述二意見，

可得知卦名至少有兩個意義：(－)為一卦之名，(二)表現該卦之意義。但今人亦有

對後者持懷疑之論者（如高亨）。 

傳統被定位為解經之作的〈大象傳〉，與《易傳》其他諸篇相較，其最大特色

為：〈大象傳〉文句形式固定，先說卦象，次示卦名，再說此卦給人之啟示。文句

中不涉及卦爻辭，亦不對卦爻辭作解釋。以此，若將〈大象傳〉視為獨立的文本，

可進一步分析〈大象傳〉與《易經》之關係如下： 

（一）大象傳之前句，即卦象部份，係針對卦畫作詮釋。而卦畫為《易經》之最

核心部份。 

（二）大象傳之卦名，有二意義。用之為該文句之識別符號與索引，以便與《易

經》文本對應，此其一。用之於對此卦卦義之說明或賦予，此其二。對於

後者，由於《易經》亦有卦名，亦有可能反應此卦之卦義，二卦義是否必

須一致？則涉及到詮釋者是否認同“經傳一體，經傳同義＂之說。不但如

此，〈彖傳〉、〈序卦〉、〈雜卦〉諸傳，亦對卦名解釋該卦之卦義，且其說亦

或有相異之處。黃沛榮主張，六十四卦每有一卦多義之現象8。或說，不同

的詮釋者，對每一卦之主旨，有不同的解讀，因而對卦名有不同的解釋。

以此視之，〈大象傳〉當然有對卦名，與《易經》或〈彖傳〉、〈序卦〉等，

作不同解釋之可能。 

（三）由於大象傳文句不涉及卦爻辭，亦不對卦爻辭作解釋，故雖為《易傳》之

一篇，顯然並非為詮釋卦爻辭而作。 

 
6 見《高亨《周易》九講》，頁 127，附錄一〈《周易》卦名來歷表〉。 
7 同上，頁 139。 
8 參考黃沛榮《周學乾坤．易經卦義系統之研究》，頁 119。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四章                 

   64

綜合以上，可得〈大象傳〉以卦名與《易經》相連繫，為“詮釋《易經》卦

畫之作＂，當為合理之推論。如前所述，《易經》卦爻辭亦為詮釋卦畫之作。若以

此觀之，〈大象傳〉雖為《易傳》之一篇，但其內容之層級，實於《易經》卦爻辭

相似，同為“詮釋卦畫＂之作。而未必如傳統所論，定位為“詮釋易經＂之作。（參

考圖４－２） 

如第３．２節所述，對〈大象傳〉之詮釋進路，有相當大的成份取決於詮釋

者對《周易》經傳成書背景所作的預設。傳統上有（一）易歷三聖，經傳一體。（二）

《易傳》為孔子所著（三）〈彖傳〉〈象傳〉為孔子所著。（四）大小〈象傳〉為同

一著作。（五）〈大象傳〉為儒家著作等命題。這些預設構成了理解之前見

(fore-sight)，詮釋者基於以上預設之接受程度，對〈大象傳〉詮釋乃有不同的立場

或觀點。 

本論文對上述五命題，基本上採懷疑的態度，認為還有討論的空間，而不視

之為預設。相對的，本論文亦對〈大象傳〉之成書，採下列三項預設，以作為後

續討論的前提。 

（一）視《大象傳》為獨立之文本。 

所謂“獨立之文本＂，意指〈大象傳〉固然是《周易》經傳的一部份，但是

有關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之研究，並沒有與《周易》經傳之其他部份取得

一致性的必要，更不宜混為一談。 

為了強調“大象傳＂之獨立成書，以下以稱之以《大象傳》，而非〈大象傳〉。

此亦間接否定了上述命題（一）及（四）。有關此預設的原因及影響，大體說明於

第３．２及３．３節。 

（二）《大象傳》與《易經》之直接連繫，僅在於卦名及卦畫。 

傳統視《大象傳》為《易傳》之一部份，為解釋《易經》之作。王弼等更將

《大象傳》割裂，附於經文之後。本論文視《大象傳》為獨立文本，且其與《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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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之直接關係，僅止於卦名及卦畫，未必是解釋《易經》經文之作。故只接受

《大象傳》為解釋卦畫及卦名之作，並與《易經》採同一卦畫及命名系統。以此

為預設的原因，大體說明於本節前段。 

（三）《大象傳》之著作背景為周代的華夏文明所處之地區。 

有關《大象傳》之著作年代，傳統認為乃孔子作於春秋之未，近代學者討論

亦大體同意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故以周代為著作背景應是合理之主張。另一方

面，《周易》經傳為華夏族之著作，故應以華夏文明所處之區域，其活動地區於周

代主要在長江以北之黄淮流域一帶，故以中國北方為《大象傳》著作背景亦是合

理之推論。此處所謂之中國北方，大略位置約當長江以北，黄河及淮河流域。 

除了以上三項預設，本論文有關《大象傳》之體例及詮釋，將完全依文句所

顯示之文意，並儘量不使用其他易學之說。以避免不必要的牽連及扭曲，方可使

《大象傳》之本來面目得以更真實呈現。 

４.２ 再論大象傳之體例 

《大象傳》針對六十四卦，每一卦賦予一段短文。每一短文可進一步分解為

前句，卦名，及後句三小段。前句為對該卦卦象之描述，後句賦予該卦以人事義

理或人文啟示。有關《大象傳》之詮釋，傳統易學大體上多為對後句之發揮。視

後句為修身濟世格言，並賦予道德連想。但如此解讀《大象傳》，實未能充份開顯

《大象傳》在周易體系中的豐富的內涵。 

如本章有關《大象傳》之預設（二）所示，《大象傳》為詮譯《易經》卦畫之

作。既然將之置於易學體系中，為詮譯《易經》卦畫之作，勢必應重視卦畫在《大

象傳》中所扮演的角色，更應重視解釋卦畫的前句。正如陳鼓應先生所指出的，

前句是用來是用來解釋卦象並點出卦名的，而且是後句格言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

根據。 

從更完整的角度來看，《大象傳》係朝下列方式詮釋卦畫之意義：對指定之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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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前句說明此卦畫之象徵及含意，再結合卦名，賦予該卦畫以修身濟世之格

言啟發。對《大象傳》作者而言，卦畫及卦名是給定的，作者只能對此卦畫及卦

名，添加前句及後句。以前句貫串卦畫及卦名，並對後句格言，賦予比興上的依

據。就《大象傳》的詮釋者而言，卦畫及格言是給定的，在圖畫上及字面上並沒

有太大的詮釋空間。但前句及卦名的意義，以及前句與卦名及後句的連結關係則

是鬆動的，有較大的詮釋空間。如何理解前句及卦名，以體會作者連結卦畫及格

言啟發之間的思路，才是詮釋者最大的挑戰。 

以下將從卦畫及前句之間，前句及卦名之間，卦名及後句之間，分析《大象

傳》如何將卦畫轉換為格言，並找出其中所蘊含的規則。 

４．３大象傳解卦之程序

本論文主張，《大象傳》毫無例外的，將六十四卦依下列四個步驟，進行四次

轉換。以將卦畫轉換為君子處世修身之指引。茲分析並說明四次轉換之進行方式

及彼此關係如下： 

轉換一：將卦畫轉換為卦圖象 

 易經六十四別卦，每卦由上下二經卦組成。大象傳先將經卦畫轉換為經卦

象(轉換規則參考４．４節，規則１)。再將經卦畫之上下關係，結合經卦象，轉換

為卦圖象(轉換規則參考４．４節，規則２)。此卦圖象為自然現象之組合，組合所

得之景象可能為實象或虛象。實象即自然界中實際上可能存在之組合，例如“澤

中有火＂，或“地上有水＂。虛象為自然界中實際上不存在，而僅只存於想像中

者，例如“雷在地中＂、“澤上於天＂。虛象雖然只存於想像中，但其構成之元

素仍是實存於自然界且可經驗的。例如此處之“雷＂、“地＂、“澤＂、“天＂。  

轉換二：將卦圖象轉換為自然感受 

 將卦圖象所呈現之自然景像，轉換為此卦圖象在人心中之感受。不論卦圖

象為實象或虛象，此圖象都可在感受主體心中，與主體原有對自然現象的經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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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結合，而形成主體對此卦圖象的主觀感受，或經驗之對應。此感受具下列三項

特點。 

（一）此為當時華夏居民之感受。如４．１節有關大象傳之預設（三）所示，《大

象傳》著作之時空背景當在中國周代之華夏文明地區。故於《大象傳》中，

此類感受應是著作者當時中國北方居民之普遍感受。故而對此感受之詮

釋，亦應適當參考當時中國北方之天候、地形、及人文生活。 

（二）此感受多為對自然現象之主觀印象或連想，而非對自然現象探究其發生原

因，或對此自然現象尋求客觀之解釋。例如，對雷電的感受，即為當時北

方居民在面對雷鳴或閃電時的感受，包括聽覺的，視覺的，及心理上的，

文化上的反應。但不是對雷鳴或閃電發生之真相的理解，或原因的探究。 

（三）為了避免流於空泛，大象傳對此自然圖象之感受，有時會以簡短文字，對

此感受給予意向上的指引。這意向指引文字可能為卦名或其他文字。例如

乾、坤、屯卦等，以卦名為指引；訟卦以“違行＂為指引，解卦以“作＂

為指引。 

轉換三：將自然感受轉換為卦義 

卦義，或稱卦旨，指該卦所蘊之情境及意涵。如前節所示，卦義與卦名有關

（雖然有些學者不承認）。卦義與卦名之關係，至少可以從兩個方向來看。一者，

卦名蘊涵卦義。從卦名的文字意義，或可推顯出該卦之卦義。其次，卦義解釋卦

名。卦義可能來自對卦畫或卦爻辭等之理解。卦名為既為該卦之名，亦當為此卦

義之名，故以此卦義做為對該卦名之解釋。 

六十四卦之卦名雖是固定的，但不同的詮釋者，對同一卦畫及卦名，可能賦

予不同的情境及意旨。彖傳有彖傳的卦義詮釋，序卦有序卦的卦義詮釋，大象傳

當然有大象傳的詮釋及風格。大象傳對卦義的詮釋，至少具下列三特點。 

（一）此卦義的賦予，必基於由卦畫所之自然情境及感受。而非基於卦爻辭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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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易傳。 

（二）此卦義的賦予，必須與其後句之具體啟示相關。 

（三）大象傳後句針對處世修身等人倫日用，故所賦之卦義，必就人事情境而說，

而非就自然象狀說。 

由於大象傳嵌卦名於前句，後句之間，此卦義的賦予，亦關係到卦名。大象

傳中卦義與卦名之關係，亦可以從兩個方向來看。其一，卦名蘊涵卦義，故卦名

亦在此轉換三中，具有卦義轉換之方向指引作用。其次，若卦義來自其他解釋，

則所得之卦義，亦可用來解釋卦名。 

轉換四：將卦義轉為具體啟示 

《大象傳》之後句，多數以君子為對象。六十四卦中，言及君子，以「君子

以．．．」方式陳述者，佔五十三卦。參考程頤解《大象傳》之慣例9，此為“君

子＂觀該卦之象所得之啟發，故曰「君子以．．．」。以此觀之，《大象傳》係以

君子，或有可能成為君子者，為讀者而作。此處之“君子＂究竟何指？將於第七

章中進一步討論。值得注意的是，《大象傳》另有七卦以「先王以．．．」方式陳

述，但我們不能說這七卦乃以“先王＂為對象。因為先王是己逝去的人物，並不

需要道德教訓或修身箴言。所謂「先王以．．．」，乃是以先王為榜樣，其勸戒之

對象，仍是君子或將為君子者。同理，另有二卦以「后以．．．」說之，一卦以

「大人以．．．」說之，一卦以在上位者說之。不論是“先王＂，或“后＂或“大

人＂或“上＂，其言說之對象，應該都是“君子＂。於此，吾人可視《大象傳》

後句為對“君子＂所提出的處世修身之指引。 

《大象傳》依其所賦予該卦之卦義，將之轉換為具體之啟示。此啟示為針對

君子，或將成為君子者，提出處世修身之指引或行為典範。此啟示可概分三類。 

（一）啟發類 

 
9 參見本論文３．３．４程頤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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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句之情境及象徵之卦義, 有所啟發或比、興連想, 而得之自我要求或行為

規範。此類要求或規範是一般性的，君子受此啟發應有之作為。六十四卦中此類

啟發占四十三卦，是為最多數。 

（二）指引類 

君子處於卦義所示之情境下, 指引君子應如何自處。此指引非是一般規範, 而

是條件下的規範。此類包括需、否、蠱、大畜、頤、大過、家人、蹇、困、革、

中孚、即濟、未濟等十三卦。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卦中，否、蠱、大過、蹇、困、

未濟等六卦，其卦義為負面的，一般不期望發生的情況，《大象傳》於此亦給予積

極之行為指引。 

（三）典範類 

因前句之情境及象徵之卦義, 所引發可供效法的先王歷史典範。以供君子學習

參考。此類典範多以“先王＂或“后＂等為學習對象。 

４．４大象傳解卦之轉換規則 

大象傳將六畫卦視為二經卦之上下組合，對上經卦、下經卦，分別轉換為兩

個自然現象，並以二經卦之上下位置，將此二自然現象組合為一自然情境。此轉

換極具規則性，而非任意為之。茲說明此轉換規則如後。 

規則一：經卦畫轉經卦象之轉換規則 

六十四卦基本上由乾、兌、離、震、巽、坎、艮、坤等八個經卦圖象所構成，

大象傳基本上將此八經卦分別對應轉換為天、澤、火、雷、風、水、山、地等八

個自然現象及其變形。在六十四卦中，依組合規則，每一經卦於上卦出現８次，

下卦出現８次，共出現１６次，若上下卦相同者以一次計，則總共１５次。也就

是說，大象傳針對每一經卦，要進行１５次轉換，我們可以由藉由轉換為某現象

的頻率來分析轉換規則之強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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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八經卦，規則一可展開為八條子規則。要再次強調的是，大象傳對自然

現象的概念，應視為主體於長期經驗觀察下之主觀感受，而非客觀知識之描述。 

1-1 乾卦 

大象傳將“乾＂轉換為“天＂，１５次均無例外。 

“天＂的概念，在大象傳中可能解釋為天體或天空，均為自然之天。就天體

而言，天體有日、月、星等天體之運行。天體運行日復一日，永不間斷。天體之

運行亦象徵著四季移轉及時間的流逝。就天空而言，天空在頭頂上。天空也象徵

著高、大、空、遠。 

1-2 兌卦 

大象傳將“兌＂轉換為“澤＂，１５次均無例外。在概念方面，澤為低窪聚

水之處。故“澤＂為低下之處，亦為水聚集之處。需說明者，澤水為靜止之水，

流動之水則以“坎＂來象徵。 

1-3 離卦 

大象傳將“離＂轉換為“火＂，以及因“火＂而產生的聯想。包括“明＂及

“電＂。１５次中，直接轉為“火＂者１０次，轉為“明＂者３次(離、明夷、晉)，

轉為“電＂者２次(噬嗑、豐)。明，光明，為火的重要性質。電，閃電，為天上之

火。故“明＂與“電＂基本上仍屬“火＂的概念。以此廣義解釋，“離＂轉換為

“火＂概念，亦為１５次。 

人類文明可說是自火而起，對火的駕御及使用能力是人與獸的重大分別。

“火＂象徵著人類的活動與文明。火性炎熱，炎熱是火的性質。火光照明，人類

藉此以破除黑暗，故火光亦蘊有光明、明辨事物的意思。閃電則為上天自然之火，

閃電與雷聲相伴，讓人感受上天明察事物無所不知之威赫。 

1-4 震卦 

大象傳將“震＂轉換為“雷＂，１５次均無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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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聲、雷電、雷雨，均屬“雷＂帶來的概念。雷故然令人震攝，但所帶之雨

亦滋潤萬物，使之生長。雷隨天候季節而變化出沒，古有「雷，二月出地，八月

入地」之說10。《禮記．月令》記載，仲春之月「雷乃發聲」，仲秋之月「雷始收聲」，

故雷有季節時序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在客觀事實上，雷電必作用於天上。但

於感官經驗上，近處之雷較高而強，而遠處之雷較低而弱。故從觀察者主觀感受

之角度分析，雷電位置之高低，其實蘊含了雷聲之遠近及強弱。 

1-5 巽卦 

大象傳將“巽＂轉換為“風＂，及因“風＂而產生的聯想“木＂。１５次中，

直接轉為“風＂者１０次，轉為“木＂者５次(大過、升、井、鼎、漸)。古人觀察

風吹樹動，樹動生風，視樹木為風之源，為風概念之延伸。此雖與現代科學解釋

不符，但不能不謂此亦經驗之結果。以此廣義解釋，“巽＂轉換為“風＂概念，

亦為１５次。 

風吹遍布萬物，故“風＂有風俗、教化的意思。《康熙字典》曰「《詩．關雎

序》風之始也。《箋》風是諸侯政教也。」，中國自古便有以“風＂為教化的傳統。

除此之外，樹木生長高大，故“木＂為樹木，亦是生長、茁壯之象徵。 

1-6 坎卦 

大象傳將“坎＂轉換為“水＂，以及與“水＂相關的概念。包括“雲＂、

“雨＂及“泉＂。１５次中，直接轉為“水＂者１１次，轉為“雨＂者２次(屯、

需) ，轉為“雲＂者１次(解) ，轉為“泉＂者１次(蒙)。水在天上為雲為雨，在地

上則以泉為水之源頭。不論“雲＂、“雨＂或“泉＂，基本上仍屬“水＂的概念。

以此廣義解釋，“坎＂轉換為“水＂概念，亦為１５次。 

水之一般屬性為大家所熟悉，不需贅述。水在天上稱之為雲、自天而降則為

雨，在地上流動則為溪、為河(不動之水為澤)。地下滲出之水則為泉。雲為雨的先

 
10陳夢雷《周易淺述》〈隨 17〉，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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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雨則為萬物生長所必需。泉為水之源頭，蘊有“初始＂之意含。 

1-7 艮卦 

大象傳將“艮＂轉換為“山＂，１５次均無例外。 

“山＂即大自然的山給人的感受所形成的概念，包括高、大、遠、阻隔、以

及山中之豐富蘊藏。山與天在經驗上，都給人高、大、遠的感受。在程度上，“天＂

或較“山＂更甚。但是，山是實在的，可觸碰的；天則是飄渺空泛的，更具神秘

想像空間。此處之山，當為大山，高山，而非土丘之屬。 

1-8 坤卦 

大象傳將“坤＂轉換為“地＂，１５次均無例外。 

“地＂即大地，大地為所居之處，萬物皆於大地上生長。人對大地的感受是

直接的，不需多做說明的。 

規則二：.經卦上下位置關係之轉換規則 

大象傳除了將八經卦對應轉換為天、澤、火、雷、風、水、山、地等自然現

象外，亦將上、下卦的位置，轉換為二自然現象的關係。包括上、下、內、外、

中、出、及不論等。茲說明如下： 

2-1 上下關係 

以上經卦為上，下經卦為下。凡以上下關係說明者，恆以上經卦為上方，下

卦經為下方。若以 A 為上經卦，B 為下經卦，則曰 A 在 B 上，或 A 下有 B。例如：

大有卦上離下乾，則曰「火在天上」；大壯卦上震下乾，則曰「雷在天上」；姤卦

上乾下巽，則曰「天下有風」。 

上經卦與下經卦，亦有雖然是上、下關係，但並不直接以“上＂、“下＂描

述，而以上、下二卦物象之自然性質所產生的效應描述之。是為規則 2-1 上下關係

之變形。例如大過卦之「澤滅木」及困卦之「澤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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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四卦中，計有蒙、需、比、小畜、履、泰、否、大有、蠱、臨、觀、賁、

剝、無妄、頤、大過、咸、遯、大壯、睽、蹇、損、夬、姤、萃、困、井、鼎、

漸、歸妹、旅、渙、節、中孚、小過、即濟、未濟等三十七卦，其二經卦為上下

卦關係。其中泰、否、大過、困等四卦，雖未明言其上下關係，但仍有間接的暗

示其上下關係。 

2-2 內外關係 

上經卦為外，下經卦為內。凡以內外關係說明者，恆以上經卦為外，下經卦

為內。並以外包圍內，內在外之中，來描述內外關係。若 A 為上卦，B 為下卦，

則曰 B 在 A 中，或 A 中有 B。例如：復卦上坤下震，則曰「雷在地中」；大畜卦

上艮下乾，則曰「天在山中」；師卦上坤下坎，則曰「地中有水」。 

六十四卦中，計有師、謙、隨、復、大畜、升、革等共七卦，其二經卦為內

外卦關係。 

2-３出入關係 

上下卦既然存在有內外關係，當然就可以存在有動態的出入關係。由內至外

為“出＂，由外至內為“入＂。故由上經卦入下經卦，或由下卦出上卦。若以 A

為上卦，B 為下卦，則可曰 A 出 B，或 B 入 A。例如：蒙卦上艮下坎，則曰「山

下出泉」；晉卦上離下坤，則曰「明出地上」；明夷卦上坤下離，則曰「明入地中」。 

六十四卦中，其二經卦為出入關係者，有豫、晉、明夷、家人，共四卦。需

特別注意者，「明出地上」之“上＂與「明入地中」之“中＂，只是文辭上的美化，

而非上下經卦相對關係的描述。故與規則２－１、２－２無涉。 

2-４並列關係 

上經卦與下經卦為並列關係，無分上下。許多時候，上下卦所象徵之位置關

係為並列，或不需刻意區分上下、內外。例如恆卦上震下巽，曰「雷風」；解卦上

震下坎，曰「雷雨作」。表示風雷，雷雨等現象，風與雷、雷與雨之間並不需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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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下內外，可視為同時或並列。 

另外，若上下二經卦相同，亦不需區分上下，而僅視為經卦象徵意義的加強。

例如乾卦，上乾下乾，即為“天＂意義的強調。二經卦並列，不區分上下關係者，

除乾、坤、習坎、離、震、艮、巽、兌八重卦之外，另有屯、訟、同人、噬嗑、

恆、解、益、豐等共計十六卦。 

除上述規則外，基於修辭上及描述上的需要，大象傳會用較豐富的語彙來描

述自然現象彼此關係。例如小畜卦上巽下乾，不說「風在天上」而說「風行天上」，

以增加風吹遍佈之動感；大過卦上兌下巽，不說「澤在木上」而說「澤滅木」，以

加強澤水太過泛濫成災的景象。但基本上，仍循上述規則處理上下卦關係。比較

例外的是困卦的「澤無水」，及泰卦與否卦的「天地交」「天地不交」，在理解上可

能需要稍作解釋，但仍不與上述規則抵觸。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大象傳之卦象轉換規則完全與經驗緊扣，不具任何神秘

色彩。甚至可以說和易學的陰陽變化理論無關。這也是大象傳極其特殊之處。 

以上綜述《大象傳》之著作體例及詮釋規則。本論文於第五章，將對《大象

傳》之六十四卦，引上述方法，逐一分析其文句。以印證《大象傳》之每一字詞，

均為將卦畫作上述四次轉換之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次轉換，以卦畫開始，以此卦對君子之啟示結束。卦

畫及啟示文字都是固定的，轉換一之規則亦是明確的，轉換二的過程也可以用感

官經驗來檢證說明。比較之下，轉換三部份，尤其是對卦名解釋及卦義賦予部份，

留下較大的解釋空間，也最具解釋彈性。事實上，同一卦畫及卦名，在〈彖傳〉、

〈序卦傳〉、〈雜卦傳〉、乃至〈繫辭傳〉中，對卦名及卦旨有不同之解釋，亦屬常

態。本論文對《大象傳》之詮釋，亦多考慮後句啟示與卦旨之融貫性而決定卦旨，

而非單向決先卦旨，再解釋後句啟示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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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象傳內容分析 

５．１大象傳六十四卦分析 

以下針對六十四卦，引用第四章所述之四轉換說及轉換規則規則，逐一分析

大象傳之內容，以為印證。為明確本文關注之焦點，分析時只引卦辭對照，而不

引爻辭，亦不涉彖傳及小象傳。 

５．１．１ 乾 

乾卦，乾下乾上，卦序１ 

乾，元亨利貞。 

象曰：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２－４； 以乾為天。上乾下乾，卦圖象為天行。天有日、月、

星等天體，天體之運行曰天行。依此，將乾卦畫轉換為天體運行之象。 

 轉換二：感受 

“健＂為雙關語，既作卦名，又為卦意指引，以下先就指引說。強有力曰

“健＂，「天行健」以“健＂為感受意向之指引。古人觀日月星等天體運行日復一

日，月復一月，年復一年，毫不疲累止息，故以「天行健」說天體運行強健不息

之象。以此，將乾卦象轉為「天體運作不息」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健＂亦為卦名。今本“乾＂卦，帛本作“鍵＂卦。“健＂、“鍵＂同為”建”

聲，當可通假。故以“天行＂為健，亦以“天行健＂解釋此卦之名為“健(乾)”。

若依大象傳之行文慣例，「天行，健，君子以自強不息。」或應作，「天行健，健(乾)，

君子以自強不息。」。以此，得乾卦之卦意在「強健不息」。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天體運行不息，而體悟君子亦應當效法天體之運行，積極作為，強

健不息。故曰「君子以自強不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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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 

（一）“天行健＂之斷句，傳統上多採不斷句式，並逕以“天行健＂說天道剛健

者。亦有採“天行，健＂之斷句方式，如陳鼓應先生者1。本文以為，若採

不斷句方式，未能明示卦名，有違大象傳文句之慣例。若採斷句方式，以

“健＂作卦名，則文意不甚連貫。故主張此“健＂為雙關語，以此連貫文

意且符大象傳體例。 

（二）注易的傳統上，以乾為健，說卦曰「乾，健也」。以乾卦六爻皆陽，陽為剛

健，故乾卦代表剛健。以此說“天道剛健＂及“天行健＂。若依此思路，

必須先預設“乾卦代表剛健＂。才能說“天行健＂，但此預設於《大象傳》

中是否必要？大象傳的作者是否有此預設？這都是問題。本文認為，大象

傳依“天行健＂的命題，解釋“乾為健＂(“乾＂為天，“天行＂為健，故

“乾＂為健)。而非依“乾為健＂來說“天行健＂。這樣可以不須依賴“乾

卦代表剛健＂之預設。 

（三）《周易正義》以「天有純剛，故有健用2」釋“天＂與“健＂之關係。以強壯

為健，而“健＂為“乾＂之訓。故謂「“天＂是體名，“乾＂則用名，“健＂

是其訓3」。也就是說，“天＂是具象存在之物體，這個物體的作用是“乾＂，

而“乾＂的意思就是“強壯(健)＂。 但隨後又解釋「天行健者，謂天體之

行，畫夜不息，周而復始，無時虧退，故云天行健。4」足見孔氏亦認為不

依賴“乾為健＂的預設，亦可說明"天行健"。 

５．１．2 坤 

坤卦，坤下坤上，卦序２ 

坤，元亨，利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利西南得朋，東北喪

朋。安貞吉。 

                                            
1 參看陳鼓應《周易注釋及研究》頁１０。 
2 見《周易正義》，乾卦．大象疏。 
3 同上。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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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２－４；以坤為地。上地下地，卦圖象為大地之勢。“勢＂

為形勢，可理解為姿勢、態度、或傾向。依此，將坤卦畫轉換大地之形勢或傾向。 

 轉換二：感受 

“坤＂字在古代文獻如《詩經》、《尚書》、《春秋》、《論語》、《孟子》、《荀子》、

《老子》、《莊子》等中均未見使用。唯一出現者即為《易經》之坤卦，及《左傳》、

《國語》等對周易占卜歷史的敘述。《說文》對“坤＂字也只能說「地也。《易》

之卦也。」。我們可以說“坤＂為易經之專用字。所以，有關“坤＂之意含，追究

其源，可說完全取決於對易學的詮釋，而無其他文獻可供參考。 

唐《經典釋文》釋坤卦曰「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說卦》云順也」。

此說以“坤＂為古字，“巛＂為今字5。劉大鈞先生亦舉諸漢碑為證說「漢人隸字

多以“巛＂為“坤＂6」。 

 此處之“川＂即“順＂，帛書〈繆和篇〉曰「川者，順也」。《說文》釋順為

「理也。从頁从巛，會意。川流也。」。段玉裁注曰「川之流，順之至也。故字从

頁从巛會意。而取川聲。」，以此知古韻“川＂、“順＂同音。所以釋川為順，或

為通假。  

易經今本“坤＂卦，帛本作“巛＂卦。依此，可說“坤＂又作“川(巛)＂或

“順＂，其義為順。「地勢坤」即「地勢順」。“坤(順)＂為雙關語，既作卦名，又

為卦意指引，以下先就指引說。“順＂為依循，順從。古人觀大地廣大深厚，承

載萬物。順天之時，循春夏秋冬而變化。順人之意，依播種而生長五穀乃至百物。

故以「地勢順」說大地承載萬物，任勞而無怨。將坤卦畫轉換為大地廣闊，承物

而順應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5 按，此為漢唐時代之說，以今日之觀點，“巛＂為“川＂之古寫，而“坤＂為“巛＂之古寫。 
6 見劉大鈞《今、帛、竹書《周易》綜考》，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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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亦為卦名。今本“坤＂卦，帛本作“川(順)＂卦。故以「地勢坤(順)」

除敘述「地勢」為坤(順)之外，又用以解釋何以此卦之名為"坤(順)"。依大象傳之

行文慣例，「地勢坤(順)，君子以厚德載物。 」或應作「地勢坤(順)，坤(順)， 君

子以厚德載物。」。 

進一步以坤卦說人事，將大地廣闊，承物而順應之象之自然象狀，比擬於人

物。可形容人之廣博多能，循理任事。以此可得，坤(順)卦之卦意在「多能而任事」。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大地承載萬物，順天應人，博施而無怨。而體悟君子亦應當效法大

地廣厚順應之象，厚植自己的能力，以承擔更多任務。故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討論： 

（一）如乾卦之討論（一），傳統“地勢坤＂的斷句方式，亦多採不斷句方式，逕

以“地勢坤＂說地道柔順者。本文以為，若採不斷句方式，未能明示卦名，

有違大象傳文句之慣例。再者，若依此思路，必須先預設“坤卦代表柔

順＂，才能說“地勢坤＂，如乾卦之討論（二）。但此預設是否必要？大象

傳的作者是否有此預設？都是問題。故主張“地勢＂為卦畫之象，“坤

(順)＂為雙關語，既為卦名，又以敘述“地勢＂之性狀，以描述此卦畫象之

自然情境。如此一則符合大象傳之體例，二則不須依賴“坤卦代表柔順＂

之預設，不至流於以(說卦)傳解(大象)傳。 

（二）《論語．泰伯》「曾子曰：士不可以不弘毅，任重而道遠。」，與「君子以厚

德載物」可相呼應。士即君子，弘毅比厚德，任重而道遠足以釋載物。此

或可作大象傳與儒家淵源佐證之一。 

５．１．３屯 

屯卦，震下坎上，卦序３ 

屯，元亨利貞，勿用有攸往，利建侯。 

象曰：雲雷，屯；君子以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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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４，１－６，２－４；以震為雷，坎為雲。雲與雷不分上下內外，

雲在雷中，雷在雲中。以此將屯卦畫轉換為雲雷相混相聚之圖象。 

 轉換二：感受 

古老經驗觀察，雲雷相聚之時，將有大雨。人於草木萌發的春天，觀雲雷相

聚，知大雨將興，萬物將作。故將震下坎上之卦畫，轉換為“雲雷相聚，大雨將

興＂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屯＂者，草木初生之貌，《說文》曰「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

草木萌芽初生之時，極昐雨露。尤其在中國北方，氣候比較乾燥，春天多乾旱而

少雨，農作常遭缺水枯竭的威脅，迫切需要雨水，故有“春雨貴如油＂之說。 

在草木萌發的春天，見雲雷相聚，知大雨將興，萬物待雨而萌生。以此，將

“雲雷相聚，大雨將興＂比擬人事，可得大形勢正在蘊釀，大作為即將發生之情

境。依此，可得屯卦之旨當在說“大事將興，大有作為＂。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春日草木萌發之日，觀雲雷相聚，大雨將興，知萬物待雨而萌生。君

子受屯卦之啟發，亦體悟於大事將興，大有作為之時，應聚蓄能力，豐富安邦治

國之術。故曰「君子以經綸」。 

 討論： 

（一）屯卦卦辭有「利建侯」句。天子於大業初成時，對家族子弟或有功將士，

多分封建侯，以為屏藩。此可印證大象傳對屯卦卦意之詮釋。 

（二）“屯＂亦有訓為“聚＂者7，故“雲雷屯＂為“雲雷聚＂。此說亦通。但只

是“雲雷聚＂似不足以孕育大事將興，大有作為的氣氛。《周易正義》以「君

子法此屯象有為之時，以經綸天下8」，亦以“屯＂象徵“有為之時＂。 

                                            
7 《廣雅．釋詁》「屯，聚也」。 
8 見《周易正義》，屯卦．大象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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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蒙 

蒙卦，坎下艮上，卦序４ 

蒙，亨。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初噬告，再三瀆，瀆則不告。利 

貞。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行育德。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７，２－１；以坎為水為泉。艮為山，泉在山之下，卦

圖象為有泉水出於山腳，故曰「山下出泉」。 

 轉換二：感受 

泉為水之源，《說文》曰「泉，水原也」。泉在山中時，人煙罕至而不為人所

見，初見山泉當在山腳處。泉水以河為歸宿，雖有山石阻擋，仍將奔流入河，而

無反顧流回山中之理。故將坎下艮上之卦畫，轉換為“泉水離山，奔流入河＂之

感受。  

 轉換三：卦義  

 “蒙＂於傳統易學有二說，或釋為“微昧闇弱＂9，或釋為“物之稚＂10。今

以泉為水之源，當知依大象傳釋“蒙＂之進路，宜採“物之稚＂說。依此，觀自

然界“泉水離山入河＂，用以比擬人事。當可得人應於事態之初，及早有所決定，

並不避艱難險阻，堅持走正途而無所反顧。此可得蒙卦之卦旨為“事態之初，果

決行事＂。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泉水出於山腳處，雖有山石阻檔，仍奔流入河，而無所反顧。因而

體悟，君子處“蒙＂卦之時，亦應果決行事，堅持正途而無所反顧。故曰「君子

以果行育德。」。 

 討論： 

（一）育德之“德＂於此可有二義。一作倫理道德之德；一作“得＂，可理解為

                                            
9 見《周易正義》，蒙卦．卦辭疏。 
10見《卦序傳》「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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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於己的能力。本文以為能力說較道德說為妥，其理由有二。第一，育

德應為育「果行」之德，否則不易與「山下出泉」形成內在連繫。“果行＂

與其說是一種道德，不如說是一種能力。第二，若將「育德」理解為培育

道德，有過於浮濫之慮，似乎君子睹萬物均可思「育德」。而且也預設了《大

象傳》即在說道德教條。然而我們若要支持此預設，似乎應尋求更多的證

據。 

（二）王弼以“未之所適＂釋「山下出泉」，以“初筮＂釋＂「果行」，“養正之

功＂釋「育德」11。《周易正義》孔疏以此發揮，以若有未決之童蒙相問，

君子當果決其行，告示蒙者。若無童蒙相問，處平常之時，則隱默懷德，

不自彰顯，以育養其德。但對這樣的解釋，孔疏亦以為“果行＂與“育德＂

自相違錯12。此論有二不妥處，引彖傳「蒙以養正」釋大象傳。以傳注傳，

此不妥之一。「育德」與「山下出泉」無法形成內部連繫，使「育德」成為

空說，此不妥之二。 

５．１．５需 

需卦，乾下坎上，卦序５   

需，有孚，光亨，貞吉。 利涉大川。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樂。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６，２－１；以乾為天，坎為水為雲。卦圖象為水在天

上。水在天上為雲，故曰「雲上於天」。 

 轉換二：感受 

五穀作物之生長必須有水，中國北方大地多乾旱，有周之時，灌溉系統仍不

甚發達，故農作多需仰仗天降及時之雨。農民期盼下雨，統治者亦盼風調雨順方

                                            
11王弼《周易注》蒙卦，大象注「山下出泉，未之所適，蒙之象也」；「果行者，初筮之義也，育德

者，養正之功也」。 
12《周易正義》蒙卦，大象疏「果行育德者，自相違錯，若童蒙來問，則果行也，尋常處眾則育德，

是不相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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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國泰民安。然而，雲聚方能成雨，天上積雲方有降雨之希望。在沒有雲的天

空下期盼降雨是毫無希望的，只有在觀察到天上的雲，才有等待下雨的可能。故

將乾下坎上之卦畫，轉換為“雲上於天，待雲成雨＂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需＂通“須＂，《爾雅．釋詁》「須，待也。」，故“需＂為等待。此與“待

雲成雨＂之感受相通。待雲成雨，等待者為人，何時降雨在天。人之於降雨，除

了等待之外，並無可介入促成之處。比諸人事，為盡力於人事之後，對期望之事

的等待。依此，可得需卦之情境為“等待結果＂。 

 轉換四：啟示 

農人於盡力耕作之後，望見天上積雲，自會對降雨產生期盼。但對雨之降落

與否，除了靜心等待之外，別無他法。吾人觀此而體悟，君子處世，於盡人事之

後，處“需＂卦之時，不要焦燥不安。應當正常飲食，安心靜待，保持愉悅的心

情。故曰「君子以飲食宴樂」。 

 討論： 

（一）《周易正義》引王弼注，似將「飲食宴樂」詮釋為「童蒙己發，盛德光亨」

之後的吃喝玩樂13，故曰「所以明『需』大惠將施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

之『以飲食宴樂』14」。如此，將大象傳之詮釋與卦序牽連，似無必要。且

以“大惠將施＂說“需＂，以“盛德＂說“光亨＂均甚牽強。君子於盛德

之時，應飲食宴樂之說，更有違大象傳之通篇宗旨。 

（二）《易程傳》釋「飲食宴樂」為「飲食以養其氣體，宴樂以和其心志。15」並

以此與中庸章句「居易以俟命」呼應。本文以為飲食宴樂未必要予以道德

說教，但“易＂與“宴＂，“需＂與“俟命＂，的確有相通之處。此亦可

為大象傳與儒家淵源佐證之一。 

                                            
13 王弼《周易注》蒙卦，大象注「童蒙已發，盛德光亨，飲食宴樂，其在茲乎！」。 
14 見《周易正義》需卦，大象疏。 
15 見《易程傳》需卦，大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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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訟           

訟卦，坎下乾上，卦序６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利見大人，不利涉大川。 

象曰：天與水違行，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６，２－４；以坎為水，乾為天。天與水共置，天為天

體，水為河流16。卦圖象為天體與河流。 

 轉換二：感受 

大象傳以“違行＂二字，指引觀察者感受之意向。古人觀察日月星空之天體

運行，毫無例外的，均是由東向西。再觀察河水流向，發現(中國北方之)河水大體

上均是自西向東流。以此，「天與水違行」進一步將卦畫轉換成觀察者見天體運行

及地表水流，因而感受到自然之景象亦有行動相反方向相違者。故將坎下乾上之

卦畫，轉換為“天與水，方向相違，各奔西東＂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說文》曰「訟，爭也」，訟為爭訟。事必相違相爭而後有訟。「天與水違行」

比諸人事，可得訟卦之情境為“相違相爭＂。 

 轉換四：啟示 

吾人仰觀俯察，感受天與水尚且相違，人間相違之事在所難免。然而人事相

違必生爭訟，爭訟則有傷和氣，能免則免。然而如何能免與人爭訟？當在相違之

事尚未發生之前，慎謀其始，方為避免爭訟之道。故君子為免處於“訟＂卦之境，

應防未然，使人無訟，使己無訟。故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討論： 

（一）王弼注此，引《論語》「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以說「作事謀

始」，此可視為大象傳與儒家相通之處。 

５．１．７師 

師卦，下坎上坤，卦序７   
                                            
16 參考第四章，規則１－５，水在地上流動則為溪、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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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貞丈人吉，無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８，２－２；以坎為水，坤為地，地在外，水在中。卦

圖象為水在地之中。故曰「地中有水」。 

 轉換二：感受 

地中有水，水聚畜於大地之中。明畜於地上，暗畜於地下。此處不分明暗，

總名之為“地中＂。以此將下坎上坤之卦畫，轉換為“畜水於地＂之感受。 、  

 轉換三：卦義  

“師＂為“眾＂，《爾雅·釋詁》「師，衆也」。《彖傳》、《序卦》亦有相同的說

法。“畜水於地＂比諸人事，可得師卦之情境為“聚畜民眾＂。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水聚畜於大地之中，以水比喻人，民眾亦聚畜與邦國之中。君子體

悟師卦之義，亦應當效法大地聚畜之精神，生養聚畜民眾。故曰「君子以容民畜

眾」。 

 討論： 

（一）《正義》曰「或當云『地在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上有地』。

今云『地中有水』，蓋取容、畜之義也。」。以此，《正義》亦以規則２之精

神說上下卦之關係。更明確的說，大象傳不引規則２－１之上下關係，而

引規則２－２之內外關係，以說師卦之圖象。當在強調“內＂可包容於

“外＂，並以此突顯容、畜之義。 

５．１．8 比  

比卦，下坤上坎，卦序８   

比，吉。 原筮元永貞，無咎。 不寧方來，后夫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諸侯。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６，２－１；以坤為地，坎為水，水在上，地在下。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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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為水在地之上。故曰「地上有水」。 

 轉換二：感受 

參照規則１－６，坎為水，水在地上流動則為溪、為河。小溪必流向大河，

河水必流向大海，此為水流之自然之性。古人觀溪水滙流，體會到細流終將匯聚

而為大水的一部份。故而將下坤上坎之卦畫，轉換為“水流滙聚＂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比＂為順從，為依附17。《論語》有「義之與比」、「君子周而不比」18之說。

大象傳以地上之水流動滙聚來形容小水依附於大河，以“流水滙聚＂比諸人事，

即是小邦對大國之依附歸順，可得大象傳詮釋比卦之情境為“萬邦歸附＂。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地面之流水，小溪終將匯入河海。河海亦因溪水的匯流而能成其大。

君子體悟比卦之義旨，以河海比擬天子，溪水比擬大小諸侯。當思念先王於得天

命之初，天下萬邦俱來依附，先王亦待之如親人，分封他們為諸侯，協助他們建

立邦國。故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此雖言先王，目的仍在以先王為典範，

對君子有所啟發。 

 討論： 

（一）《彖傳》訓比為輔，「比，輔也，下順從也」。輔為輔助、輔佐，臣下順從而

輔佐君上。傳統如《周義正義》《易程傳》等均訓“比＂為親輔，並以此釋

大象傳，高亨亦持此說19。王弼《周易注》「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易程傳》「建立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均將“比＂

解釋為親輔、親比。似乎將“比＂視為道德要求。《周義正義》建一步解釋

「地上有水，猶域中有國；使各相親比，猶地上有水流通相潤及物。」。以

水能潤物說「先王建萬國，親諸侯」，稍嫌牽強。 

                                            
17 《說文》「比，密也」。其本義謂相親密，引申有順從、依附、結黨之意。 
18 《論語．里仁》「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論語．為政》「君子周而

不比，小人比而不周。」 
19見《大傳今注》頁 99 「《象傳》亦訓《比》為輔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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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卦卦辭曰「不寧方來，后夫凶。」，萬邦來則寧，晚來則凶，有明顯威嚇

意味。諸侯之朝見或歸順是有必然性、甚至強迫性的。這或許可印證本文

以“水流滙聚＂，而不以“水能潤物＂來解釋“地上有水＂的合理性。 

５．１．9 小畜 

小畜卦，下乾上巽，卦序９   

小畜，亨。密雲不雨。自我西郊。 

象曰：風行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５，２－１；以乾為天，巽為風，風在上，天在下。卦

圖象為風吹於天上。故曰「風行天上」。 

 轉換二：感受 

天乃高廣無礙之處，風行天上即風遍吹於甚高處。然而人居於地上，如何得

知天上之風吹？或許可觀察天上的雲朵移動，而推測天上的風，或純粹訴諸於想

象。總之，居於地上之人只能憑想象或猜測，而無法實際感受高居天上之風。「風

行天上」實在說天上之風吹而不及於人20。以此，將下乾上巽之卦畫，轉換為“風

吹而不及於人＂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風為教化21，風吹於高處而不及人。「風行天上」即暗喻教化尚未遍及於民眾。

“風吹而不及於人＂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小畜卦之情境為“教化未行＂。

雖說未行，但勢必當行。故小畜之時，實為教化當行而未行之時。比較特別的是，

在此轉換中，“小畜＂純粹只是卦名，與“教化未行＂似不具關聯性。 

 轉換四：啟示 

吾人處於政令教化未能普及之時，有如高處雖有風吹而尚不能及人。君子處

此教化當行而未行之時，應當修養美化自己的文明教化能力。故曰「君子以懿文

德」。 

                                            
20 與觀卦之「風行地上」相較，可明顯對比看出，天上之風不及人。而地上之風遍及人。 
21《康熙字典》「《詩．關雎序》風之始也。《箋》風是諸侯政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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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 

（一）大象傳以“教化當行而未行＂說小畜卦，似與卦名無涉，與卦辭，爻辭亦

無涉。然而參考彖傳，釋卦辭「自我西郊」為「施未行也」。「施未行」即

在說“當施而未行＂。但彖傳「施未行也」是對卦辭「密雲不雨，自我西

郊」之解釋，以雲在國都之郊而不雨，當雨而未雨，故曰「施未行也」22。

大象傳與彖傳，從不同的進路，均釋小畜卦有“當施而未行＂之旨。此或

有值得進一步探討處。 

（二）《周易正義》以風為號令，並有「風在天上，去物既遠，無所施及。」之說，

亦可與本說相互呼應支持23。 

（三）大象傳以「風行天上」說小畜卦，「風行地上」說觀卦。前者以風不及人喻

教化不及人，後者以風及人喻教化及人。二者形成強烈對比。 

５．１．10 履 

履卦，下兌上乾，卦序１０   

履虎尾。不咥人。亨。 

象曰：上天下澤，履﹔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１，２－１；以兌為澤，乾為天，天在上，澤在下。卦

圖象為天高在上，澤低在下。故曰「上天下澤」。此上下可有二義，一指天在澤之

上，是為相對位置。二指天為上，澤為下，指天澤之性向。 

 轉換二：感受 

此處言「上天下澤」，而不說「天在澤上」或「澤在天下」，可知其卦圖象之

重點不在描述天與澤的相對位置，而在說天在上澤在下的絕對性。世間之物，高

者高不過青天，低者低不過澤海。人居於地上，仰面望頭頂之天高高在上，俯首

                                            
22見《周易正義》小畜卦彖傳疏「所以密雲不雨，從我西郊而積聚者，猶所施潤澤，未得流行周?，

故不覆國都，但遠聚西郊也。然雲在國都而不雨，亦是施未行也。」  
23見《周易正義》小畜卦象傳疏「風為號令，若『風行天下』則施附於物，不得云『施未行』也，

今風在天上，去物既遠，無所施及。故曰『風行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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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腳下之澤深不見底，故而感到天至高而澤至卑。以此將下兌上乾之卦畫，轉換

為“天高而澤卑＂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履＂之本義為腳下之鞋，引申為腳步，履行，實踐。因為禮重實踐，故可

引申為禮24。不論從實踐的觀點或禮儀的觀點，“天高而澤卑＂的自然感受，置入

人文處境中，就是人亦有上下尊卑之分。從實踐的角度來看，尊卑之分代表了秩

序，有秩序社會才能有效統治。從禮的角度來看“天高而尊澤低而卑＂的感受，

也給禮儀的制定與遵從賦予一個來自大自然的根據。“天高而澤卑＂比諸人事，

可得履卦之卦旨為“人分尊卑＂。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天至高而澤至卑，而有感於人亦有上下尊卑之分。君子體悟履卦之

義旨，亦應當對人之上下尊卑有所分別，並以此匡正人民之心念，使社會有秩序。

故曰「君子以辨25上下，定民志」。 

５．１．１１泰 

泰卦，下乾上坤，卦序１１   

泰，小往大來。吉亨。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８，２－１；以乾為天，坤為地，而未明言天與地之位

置關係。在自然界中，天恆在地之上，但本卦之卦畫則地在上，天在下。故大象

傳於此雖未明言天與地之位置關係，但以天地上下位置交換說“交＂，故曰「天

地交」。交則通，卦圖象為天地交通。 

 轉換二：感受 

「天地交」是個抽象的概念。就靜態的觀察，天自在上，地自在下，此為自

然界之實況。但若從動態的觀點，天地之間是有密切連繫的。日月運行關係著地

                                            
24《說文》履：「足所依也。」；《康熙字典》履：「【爾雅‧釋言】履，禮也。【註】禮可以履行也。」 
25“辨上下＂原作“辯上下＂，辯通辨，訓為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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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明暗冷暖，雨雪風霜更是農作收成的關鍵。以此，天地上下交換所呈現的概

念，並不是要將天地位置顛倒，而是要從中卦圖象體認天地交融上下互通的可能

性。以此將下乾上坤之卦畫，轉換為“上下交融＂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泰＂與“太＂、“大＂通，可用作程度上的副詞26。故「天地交泰」可理解

為“上下大相交通＂。另一方面“泰＂可訓為“安＂，例如「君子泰而不驕」（論

語．子路）。以此，「天地交泰」可理解為“上下通則安＂。或者我們可以將“泰＂

視為三關語，即為“卦名＂，又表示上下“大通＂則“安＂。上下大通才能互動，

互動才能交融，交融才能和諧，和諧才能安泰。比之於人，人間固有君臣上下，

但人與萬物亦生長於天地之間。基於此，「天地交」可以說是天地交融和諧，也可

以說是人與天地交融和諧，更可以說人間君臣上下交融和諧。唯此三方面之交融

和諧，才是安泰的根本。以此比諸人事，可得泰卦之義旨為“交融和諧＂。 

 轉換四：啟示 

天地雖分上下，其實相互交融。唯有當天地交融和諧時，國家社稷才能有安

泰的環境。一國之君，尤其要能體悟泰卦之義旨，治理邦國當師法天地交融和諧

之道。理解裁度天地運作的規律，配合春夏秋冬雨雪風霜等天時變化，善用山川

草木鳥獸蟲魚等地物之宜，以安排支配民眾之生計作息。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7」。 

 討論： 

（一）一國之君曰后。《說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令以告四方，故厂

之。』。“后＂之使用，大象傳中出現三次，皆釋為國君(或先王)此為第一

次。廖名春先生大作《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中，對《大象傳》三次“后＂

字的使用，作了簡要的論證，以說明“后＂作為國君使用之淵源甚早，商

                                            
26參考葉玉英〈論程度副詞{太}出現的時代及其與「太」、「大」、「泰」的關係〉，太、大、泰作為程

度副詞的用法雖可互通，但先秦時期在褒貶語氣上仍有差別。大體上，“泰＂假借為“大＂，用

作程度副詞，表程度深，為戰國秦漢時期的使用習慣。 
27“財＂為“裁＂之通假。左右可理解為安排，控制。《易程傳》以“左右＂與“佐佑＂音通，釋

左右為輔助，此說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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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甲骨文已有此用法，但後世漸被遺忘。並以此推論《大象傳》較《彖傳》

為早出28。 

（二）《國語．楚語下》記有楚昭王和大臣觀射父的對話。楚昭王對《周書．呂刑》

所載重、黎絕地天通29一事有疑，因以問觀射父「《周書》所謂重、黎實使

天地不通者，何也？若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天地交」的觀念或許與

此「地天通」有關，為先民人神共治時代的遺緒。若依此脈絡，人居於地，

「天地交」亦可詮釋為天與人之交通。 

（三）王弼注此曰「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30」，以上下大通為失其節度，此之「上

下」，與「左右民」參照，似亦可解釋為唯有“后＂才可與“天＂通，以

「左右民」。若“民＂直接與“天＂通，即上下大通，則失其節度。 

５．１．１２否 

否卦，下坤上乾，卦序１２   

否之匪人。不利君子貞。大往小來。 

象曰：天地不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不可榮以祿。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１，２－１；以坤為地，乾為天，而未明言天與地之位

置關係。僅以“不交＂形容天地不相接觸，無所交融，故曰「天地不交」。卦圖象

為天地互不交融。 

 轉換二：感受 

如同前卦所述，天與地是有密切連繫的。依以此觀點，「天地不交」代表這些

連繫關係的阻絕，這在自然界是不可能的。僅能存在於人的想像之中，而作為某

種情境的表逹。天不理地，地不理天，天地即然不相連繫，更遑論天地與萬物之

間的連繫。故此以「天地不交」之情境，可為轉換“天地萬物閉塞不通＂之感受。   
                                            
28參看廖名春《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頁 104。本論文７．２．２節有進一步討論。 
29《尚書．周書》〈呂行〉「皇帝哀矜庶戮之不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黎，

絕地天通，罔有降格。」。 
30 王弼《周易注》泰卦大象傳注「泰者，物大通之時也。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

以左右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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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三：卦義  

“否＂，《說文》曰「不也」。“不善＂或“惡＂亦稱“否＂，如《詩經．大

雅》〈抑〉「於呼小子，未知臧否」。以此，「天地不交，否」可理解為“閉塞不通

則不善＂。天地不交為自然界之閉塞不通，不通導至不善。比諸人事，不通即是

失道，天地不通即天地失道，人倫上下之間，亦多有因失道而閉塞不通。失道是

原因，閉塞是現象。不論天地或人倫關係，若彼此隔絕不通，必有失道之處而不

得和暢，故為不善。以此可知，否卦在說“閉塞失道＂。 

 轉換四：啟示 

天地有失常道而自然成災之時，君臣亦有失常道而人倫丕變之事，此即否卦

之處境。君子處否卦之時，當理解大情勢之困頓窘迫，儘量以儉約收歛其德31，以

避困頓之難，而不宜謀求高官厚祿。故曰「君子以儉德辟難，不可榮32以祿」。 

 討論： 

（一）《論語．憲問》「邦無道，穀，恥也。」，似可與此「儉德辟難」呼應。然而

儒家理想之人格為「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33，

辟難與不食官祿（不穀）相較，似乎更有道家傾向。 

５．１．１３ 同人 

同人卦，下離上乾，卦序１３   

同人于野，亨。 利涉大川，利君子貞。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類族辨物。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３，２－４；以離為火，乾為天，但未直接描述火與天

之位置關係，僅以“與＂形容之。與者黨也34，「天與火」即火光向天，火天一片。

卦圖象為，天與火光共一片，故曰「天與火」。 

                                            
31儉德，《易程傳》注曰「儉損其德」，《周易本義》注曰「收斂其德」。 
32王引之《經義述聞》認為「榮」字應作「營」，其義為「惑」。高亨《周易大傳今注》頁 120~130，

對此有較詳細的考證。 
33 《論語．里仁》。 
34 《說文》「與，黨與也。」。《論語．先進》「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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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二：感受 

火為文明的象徵，天地間唯有人類能操控用火。白天屋外火光不甚明顯，也

唯有在夜間，火的光明才能顯現。一片火光向天，這個景象通常只出現在夜間人

群聚集之時。古人睹「天與火」之卦圖象，當可想像夜間舉火聚集於戶外之場面。

以此將下離上乾之卦畫，轉換為“舉火向天＂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卦名“同人＂，顧名思義當在說聚集同類之人。從人事情境觀察“眾人聚集＂

之義，當有何人聚集，何事聚集之問。眾人於夜間舉火聚集在戶外，必當有人召

集同志，共聚舉事。欲召集同志，必先分辨誰為可共同舉事之人。夜間戶外眾人

聚集“舉火向天＂，比諸人事，當知同人卦之義旨在“聚集同類＂。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觀察眾人夜間升火聚集於戶外，在暗夜空中火光一片，乃知此為同類

之人相聚商議行事。君子體悟同人卦之義旨，以明聚眾之道，當在明察人事，善

加分辨。將眾人依親疏遠近智愚賢不肖，善加分門歸類。故曰「君子以類族辨物」。 

 討論： 

（一）傳統釋「天與火，同人」，均循王弼注之思維，以「天體在上，而火炎上，

同人之義也35」。如《易程傳》即依此發揮曰「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

同，故為同人之義。」。釋「天與火」之義為“天與火均有上或向上之性，

二者之性相同，故為同人＂。此亦可與本文之說互為參考比較。 

５．１．14 大有 

大有卦，下乾上離，卦序１４   

大有，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竭惡揚善，順天休命。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３，２－１；以乾為天，離為火為光，火光在天之上。

                                            
35 王弼《周易注》同人卦大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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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卦圖象為天上之火光，故曰「火在天上」。 

 轉換二：感受 

在天之上而可稱為火者，具象中唯有太陽與閃電，其餘僅只是人的想像。太

陽尤為火光之甚，最是火在天上的具體形象。天空之火在高處照耀，其光明遍佈

大地各角落。不論是太陽、閃電、或是想像，「火在天上」給人的感受就是“普照

四方＂。  

 轉換三：卦義  

火在天上而普照四方，光明之處，汙垢不潔勢必顯現而無所遮掩。從人事情

境上說，上天冥冥之中亦是明察秋毫，明斷人間是非，如陽光之普照世人，讓陰

暗罪惡無所遁逃。「火在天上」比諸人事，當知大象傳釋大有卦之義旨在“明察善

惡＂。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察明日高懸，無所不照。當知同人卦之義旨在明察善惡，君子應師法

「火在天上」的精神，竭止奸惡，舉揚良善。以順應天道，善盡自己的使命。所

以說「君子以竭惡揚善，順天休命。」。 

 討論： 

（一）「大有」，《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雜卦傳》

曰「大有眾也」。歷代註家有釋「大有」為“包容之象＂者36；有釋為“所

有者大＂者37；有釋為“盛大豐有＂者38；有釋為“年穀豐收＂者39 ；亦有

釋為“網羅天下之物＂者40。眾說紛云而無所適從。但以上諸注，皆不能說

明「大有」與「竭惡揚善，順天休命」之連繫。以此，大象傳對「大有」

卦之詮釋，似直接從卦圖象而來，而與卦名與卦爻辭均無涉。此點似乎值

                                            
36王弼《周易注》大有卦大象注「大有包容之象也」。 
37俞琰《周易集說》「大有，所有者大也。」。高亨《大傳今注》亦採此說。 
38《易程傳》大有卦卦名注「大有，盛大豐有也。」。  
39高亨《周易古經今注》頁５８，大有卦「古者謂豐年曰有，謂大豐年曰大有」；「占歲者筮遇此卦，

則大豐，故曰大有。」。《康熙字典》“有＂「【春秋左傳‧桓公三年】有年。【註】五穀皆熟書有

年。」。 
40陳鼓應《周易注譯》頁１４０，「大有卦上羅下乾，羅在天上，天下之物無所不網，故曰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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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進一步討論。 

５．１．１５ 謙 

謙卦，下艮上坤，卦序１５   

謙，亨，君子有終。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益寡，稱物平施。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８，２－２；以艮為山，坤為地，地在外，山在中。卦

圖象為山在地之中，故曰「地中有山」。 

 轉換二：感受 

山高大而突出，地廣濶而平坦。「地中有山」之景象不會出現在自然界中，只

能存乎於人的想像。「地中有山」的圖象，暗喻著將高大突出之物隱藏於廣大平庸

之中。以此將下艮上坤之卦畫，轉換為“高大而不顯＂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有而不居謂“謙＂41。山雖高而不自以為高，故可藏之於地中而不顯。人雖有

功而不以其功為己有，而藏之於他人。所謂「功成而不居42」，可比之於「地中有

山」而為“謙＂之典型。有功如何能不居？事功不會因為不居而消失，但可因不

自居而與他人分享，因分享而藏之於他人。事功如此，名聲、財富亦是如此。以

此，象傳將“高大而不顯＂比諸人事，當知謙卦之義旨在“有而不居，與人分享＂。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謙卦下艮上坤，為「地中有山」之象。山雖高大卻潛藏不顯。比諸於

人，如有功勳名聲，卻不自誇自矜，而樂與人平分共享。君子體會謙卦之旨，對

於功名財富，不自恃自居，而樂與人分享。應注意收聚多餘者，以救濟不足者。

度量狀況，公平施予。故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討論： 

（一）王弼注謙卦大象傳曰「多者用謙以為裒，少者用謙以為益」語意甚不明。

                                            
41 朱熹《周易本義》謙卦卦辭注「謙者，有而不居之義」。 
42《道德經》第二章「生而不有，為而不恃，功成而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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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方可論謙，即然為少，何以得用謙？用謙又何以得益？孔疏此處，語

意亦不甚明43。似訓裒為聚，以謙為聚歛之手段，此甚不可解。且與稱物平

施不相應。 

５．１．16 豫 

豫卦，下坤上震，卦序１６   

豫，利建侯行師。 

象曰：雷出地奮，豫。先王以作樂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６，２－４；以坤為地，震為雷，未直接描述雷與地之

位置關係，僅以“雷出＂與“地奮＂形容之。雷聲大作謂之“雷出＂，大地震動

謂之“地奮＂。卦圖象為雷出聲作而大地震奮，故曰「雷出地奮」。 

 轉換二：感受 

「雷出地奮」者，雷聲隆隆而大地震動，有如二者共震共鳴之聲。此為人於

大自然中聽雷的共同經驗，不需多加解釋。以此將下坤上震之卦畫，轉換為“大

地與雷聲共鳴＂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豫＂，《爾雅．釋詁》曰「樂也」44。“樂＂本義為“音樂＂之樂，為五聲

八音之總名45。古人有「大樂與天地同和」之說46，“大地與雷聲共鳴＂所發出的

隆隆之音，有如大自然所奏演的莊嚴音樂。奏樂之場合不外祭祀禮儀及宴樂等，

大地共鳴之聲低沉莊嚴，不適於宴逸之時，或更適合於祭祀禮樂之連想。「雷出地

奮」比諸人事，當知豫卦之義旨在“行禮作樂＂。 

 轉換四：啟示 

吾人聽得雷聲隆隆，感覺大地震動，與之共鳴，有如天地和奏之樂音，這就

                                            
43《周易正易》孔疏曰：「裒多者，君子若能用此謙道，則裒益其多，言多者得謙，物更裒聚，彌

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謙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謙而光大也。益寡者，謂寡者得謙而更進益，即卑

而不可踰也。是卑者得謙而更增益，不可踰越也。」。 
44《爾雅．釋詁》「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樂也」。 
45《說文》「樂，五聲八音之總名」。 
46 見《禮記．樂記》「大樂與天地同和，大禮與天地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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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豫卦所示之情境。君子處豫卦之時，當思法先王以禮樂治國。奏作和穆的音樂，

配合莊嚴的禮儀，歌頌先祖的功德，薦祭上帝。以此享祀偉大的父祖先王。故曰

「先王以作樂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討論： 

（一）《周易正義》以“逸豫＂訓“豫＂，並試圖以當時（唐代）之科學理論解釋

「雷出地奮」。雷具陽氣，雷出導至地震，地震使萬物接受雷之陽氣，因此

而皆安逸舒緩。故云「雷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狀。雷既出地，震動萬

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雷出地奮，豫』也」47。 

此說有二問題，「雷出地奮」與「作樂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如

何連繫？此其一。春雷或與驚蟄有關，但雷並非僅出於早春，若以陽氣說

雷，以震動萬物皆豫說震，何以解釋夏秋之雷？此其二。 

５．１．17 隨 

隨卦，下震上兌，卦序１７   

隨，元亨利貞，無咎。 

象曰：澤中有雷，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２，２－２；以震為雷，兌為澤，澤在外，雷在中。卦

圖象為有雷作於一片水澤之中，故曰「澤中有雷」。 

 轉換二：感受 

現代科學知識得知雷電必作用於高空。但在感官之直接經驗上，雷有高低遠

近之分。頭頂之雷，其聲霹靂而近亮。遠處之雷，其聲隆隆而遠弱。人居地面之

上，而聽雷聲來自湖海等水澤之中。水澤與地面相較，水澤必處低窪之處，故澤

上雷聲必低遠而弱。我們即使生活在現代，依然可憑經驗印象，想像遠方水平面

之雷聲，與天頂之雷聲，並分辨其差異。「澤中有雷」對我們的感受，就是雷聲遠

弱，終將息止。以此，將下震上兌之卦畫，轉換為“雷聲遠弱將竭＂之感受。  

                                            
47《周易正易》豫卦大象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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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三：卦義  

聽澤中之雷，給人的感受就是，雷威雖盛，終將息止。比之於人，當知不論

精神多麼旺盛，亦有疲累需要休息之時。以此將此隨卦下震上兌之卦畫，轉換為

“休憩＂之義旨。 

 轉換四：啟示 

吾人聽雷在澤中低遠之處，遠弱而有息止之勢，當知人亦有安養休憩之時。

君子體悟隨卦之義旨，亦當於日暮之後，漸停活動，好好休息。故曰「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 

 討論： 

（一）隨卦在《彖傳》及《序卦傳》均釋為“順隨＂48；《雜卦傳》則以“無事＂

說之49。傳統多以“順隨＂、“相隨＂、“隨從＂等義說隨卦，但均不易解

釋《大象傳》以「澤中有雷」連繫「嚮晦入宴息」的觀點。陳鼓應先生引

陳夢雷，以「雷息澤靜」說「澤中有雷」。並採道家觀點，以日入而息為順

隨自然之道50。此可亦作為隨卦卦名與卦旨聯繫之參考。 

５．１．18 蠱 

蠱卦，下巽上艮，卦序１８   

蠱，元亨，利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７，２－１；以巽為風，艮為山，山在上，風在下。卦

圖象為，風在山之下。故曰「山下有風」。 

 轉換二：感受 

風吹至山下，遇山而為山所阻檔。我們雖不是風，但極易從經驗中得到山下

                                            
48《彖傳》「．．而天下隨時(之)，隨之時義大矣哉！」；《序卦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

隨人者，必有事，故．．．」。 
49《雜卦傳》「隨無故也」。無故即無事。 
50 陳鼓應《周易注譯》頁１６９，引陳夢雷《周易淺述》「雷二月出地，八月入地，澤亦地；又兌

正秋，八月正兌之時」以說「雷息澤中」；頁１８０「因為雷息澤靜，所以日入人息。強調靜，

強調因，要順隨自然之道，要靜因物理人情。這便是〈隨〉卦卦名、卦辭、〈大象傳〉所蘊含著

的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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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將為山所阻的連想。以此將下巽上艮之卦畫，轉換為“風吹受阻＂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蠱＂，《爾雅．釋詁》曰「惑也」，杜預注《左傳》蠱，惑疾。即心志惑亂

之疾51。傳統易學依《序卦傳》訓“蠱＂為“事＂52。風為教化，山下之風，勢將

為山所阻而能遍吹。以此比諸人事，當在教化不行而民眾普遍迷惑不明之時。故

知大象傳訓“蠱＂ 為“惑＂，而詮釋蠱卦之義旨在“教化不行＂。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民眾未受禮樂教化而迷惑不明，有如山下之風為山所阻而不能遍吹。

此即蠱卦所示之情境。君子於百姓頹迷不振之時，更當推動敎化，奮起民眾，培

育人民之德行能力。故曰「君子以振民育德」。 

 討論： 

（一）《周易正義》以「君子能以恩澤下振於民，育養以德。」解釋「山下有風」

53。並以「振民」象「山下有風」；「育德」象山在上。此或為傳統注大象傳

之典形。其特色有二：第一，另賦額外的象徵意義加諸於文意上，例如將

風解釋為散佈潤澤，故將振民解釋為施恩澤以振民。第二，力求卦畫與文

句連繫，故山在上為育德，風在下為育民。但這樣的解釋通常是任意的，

不具規則性的，隨著文句而附和的。 

５．１．１９ 臨 

臨卦，下兌上坤，卦序１９   

臨，元亨，利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澤上有地，臨；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８，２－１；以兌為澤，坤為地，地在上，澤在下。卦

                                            
51《左傳．昭公元年》「晉侯有疾．．．是謂近女室，疾如蠱」杜預注「蠱，惑疾」；孔疏「蠱者，

心志惑亂之疾」。 
52《序卦傳》「蠱者事也」。 
53《周易正義》蠱卦大象疏。「必云『山下有風』者，風能搖動，散布潤澤。今『山下有風』，取君

子能以恩澤下振於民，育養以德。『振民』象『山下有風』；『育德』象山在上也。」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五章                 

   99

圖象為有湖澤低陷於地面，地在澤之上，故曰「澤上有地」。 

 轉換二：感受 

人在地面活動，湖澤畜水，必定低窪。故臨岸觀澤水，總是站在較高處往下

看。以此將下兌上坤之卦畫，轉換為“高處往下看＂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自高處往下察看曰臨，臨有視察、監督的意思54。自高處往下看，比諸人事，

居上位之統治者視察監督在下位之僚屬或百姓，當知臨卦之義旨在“居上而監臨

下＂。 

 轉換四：啟示 

吾人立於地面臨岸觀澤水於下，有如居上位者監臨下屬民眾。君子於監臨百

姓之時，當盡力教化關心民眾，包容保護民眾，無所懈怠，無所止息。故曰「君

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５．１．２０ 觀 

觀卦，下坤上巽，卦序２０   

觀，盥而不薦，有孚顒若。 

象曰：風行地上，觀；先王以省方，觀民設教。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５，２－１；以坤為地，兌為風，風在上，地在下。卦

圖象為風吹於地面之上，故曰「風行地上」。 

 轉換二：感受 

人活動於地面，當感受到風吹時，必是地面有風而遍吹及人。以此，風行地

上即風吹及人。故將下坤上巽之卦畫，轉換為“風吹及於人＂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風為教化，風吹於地而遍及於人，即教化施行而遍及於民眾。“觀＂為察看，

“風吹及於人＂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觀卦之情境為“教化施行＂。施行教

                                            
54《爾雅·釋詁》「臨，視也」。《說文》「臨，監臨也」；「監，臨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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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當省視教化之現況及施行之成果，故觀卦之義旨在“教化施行省視＂。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和風拂面之時，有感和風之遍吹，有如教化之遍行。君子處觀卦之境，

於教化施行時，應當效法先王，省視各方邦國，觀察民情之精神，以普遍推動教

化。故曰「先王以省方，觀民設教」。 

 討論： 

（一）陳鼓應先生認為大象傳以巽為風並論及“設教＂，均源自於〈彖傳〉；尤其

“省方，觀民＂，明顯源於〈彖傳〉的“中正以觀天下＂55。這樣的說法似

有失徧頗。風為教化，應是周代普遍使用的概念，卦名為觀，亦是《易經》

經文所定。很難說是大象傳源於彖傳之證據。 

（二）參考說小畜卦以「風行天上」喻教化不及人，很明顯地可看出大象傳之作

者，對卦畫、前句、後句的轉換及安排，是極具規則性的。 

５．１．２１噬嗑 

噬嗑卦，下震上離，卦序２１   

噬嗑，亨。利用獄。 

象曰：雷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４，１－３，２－４；以震為雷，離為電，雷與電不分上下內外，

雷中有電，電中有雷。卦圖象為雷電大作，故曰「雷電」。 

 轉換二：感受 

古人無法了解打雷與閃電之成因以及彼此關係，只能視之為天威大顯。在烏

雲籠罩的昏暗天空下，巨雷霹靂而電光乍閃，這樣的場景對古人將會造成何等的

震懾，是可以想象的。此將下震上離之卦畫，轉換為“雷威電明＂之震攝。  

 轉換三：卦義  

                                            
55見陳鼓應《周易注譯與研究》，頁 195。「〈象傳〉以巽為風，並亦云「設教」，均源於〈彖傳〉；

尤其〈大象傳〉的「省方觀民」，亦明顯源於〈彖傳〉的「中正以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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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為囓咬56，“嗑＂為合57，“噬嗑＂即咬合，有以齒將食物切斷的意思。

“雷威電明＂之震攝與咬合切斷相連結，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噬嗑卦，以

雷為威，以電為明，以噬嗑說決斷。其卦旨當在說“如雷電般的明斷人間是非善

惡＂，。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雷電乍作之時，感覺雷威而電明，大地為之震攝。閃電的明亮，與雷

聲的霹靂，有如司法之明斷。君子受噬嗑之啟發，當領悟先王頒布法令，明定刑

法的用意及精神，故曰「先王以明罰敕法」。 

 
 討論： 

（一）此處所言「明罰敕法」，是大象傳唯一一次明白提到“法＂，且為法令之法。

若論《大象傳》與法家之淵源，此為一有趣的線索。但就史而論，西周原

本便有法令典章及司法制度，如《尚書．呂刑》58及《周禮．秋官司寇》59之

記載，似不須待法家興起後，才有“法＂的關念。 

（二）程頤論《大象傳》之解經體例為先說上經卦，次說下經卦。噬嗑卦下震上

離，故應說「電雷」而非「雷電」60。廖明春先生在經過複雜之解析之後亦

主張「程頤；晁公武論定《大象傳》釋別卦之體例“無倒置者＂應該是正

確的61」。但這樣的主張例外很多62，而且無助於對《大象傳》的理解，故本

論文不採納。 

                                            
56 噬：《說文》啗也，喙也。《玉篇》齧噬也。 
57《易．序卦傳》「嗑者，合也」。 
58《尚書．呂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不聽，

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六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59《周禮．秋官司寇》「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亂國用重典」。 
60見《易程傳》〈噬嗑〉「象無倒置者，疑此文互也」。 
61見廖名春《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頁８８。 
62例如臨卦，上地下澤，大象傳不曰地下有澤，而曰「澤上有地」。 復卦，上地下雷，不曰地中有

雷，而曰「雷在地中」。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五章                 

   102

５．１．２２賁 

賁卦，下離上艮，卦序２２   

賁，亨。小利有攸往。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７，２－１；以離為火，艮為山，艮在上，火在下。卦

圖象為於山上見山下之火，故曰「山下有火」。 

 轉換二：感受 

既云山下有火，觀火之人當在山上。吾人於山上見山下有火光，即使十分微

弱，亦當知山下必為人烟之處，也就知道離人群不遠。故將下離上艮之卦畫，轉

換為“人煙不遠＂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賁為文飾，說文曰「賁，飾也」，文飾是人在飽暖之後的重要社會需求。火代

表光明，也是文明的象徵。山下有火，火光必微弱。火光雖微弱，亦知文明社會

已離此不遠。故知賁卦之旨在“光明微弱，文明不遠＂。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山下有火，當知文明不遠。火帶來光明，讓我們能在黑暗中辨物。火

亦是人類社會文明的象徵，文明社會的互動的複雜關係需要治理。君子處賁卦之

時發，光明微弱，文明不遠，當知做為即將邁入文明社會的領導者，應明辨事物，

以應付日漸複雜的社會，在真象不甚明朗之時，勿匆忙判決刑罰。故曰「君子以

明庶政，无敢折獄」。 

５．５．２３剝 

剝卦，下坤上艮，卦序２３   

剝，不利有攸往。 

象曰：山附地上，剝；上以厚下，安宅。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７，２－１；以坤為地，艮為山，山在上，地在下。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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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象為地之上有山，但強調山依托附著於地面上。故曰「山附地上」。 

 轉換二：感受 

山起於地上，此是常理。唯此卦象強調「山附地上」，《說文》「附，附婁，小

土山也」。亦有學者認為，“附＂、“卜＂、“仆＂、“剝＂，古音可相通假。故

此處“附＂當作“仆＂63，其意為跌落。以此，依可視“附＂為“小土山＂及“剝

落＂之雙關語。「山附地上」即山石崩落，於山腳地面處，堆積成小土丘。是以將

此下坤上艮之卦畫，轉換為“山石傾頹於地＂之圖象。  

 轉換三：卦義  

“剝＂，本意為裂，《說文》曰「裂也」。古音通“扑＂，詩經「八月剝棗」64，

毛詩註曰「剝，擊也。」65。此亦可證前述“卜＂、“仆＂、“剝＂古音相通之說。

故「山附地上」比諸人事，當知剝卦之義旨在“傾頹倒塌＂，而人為之物的傾頹

倒塌，莫過於房舍建物。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剝卦下坤上艮，為「山附地上」之象，大山尚有傾頹之時，何況是人

所建築的房舍？在上位的貴族，居住在堅固的宅第中，當思庶民百姓只有簡陋易

塌的房舍。然而，庶民的房舍如果倒塌之虞，又怎能安居？君子體悟剝卦之義，

應善待百姓，使之有安全的住所。故曰「上以厚下，安宅」。 

５．５．２４復 

復卦，下震上坤，卦序２４   

復，亨。出入无疾。朋來无咎。反復其道。七日來復。利有攸往。 

象曰：雷在地中，復；先王以至日閉關，商旅不行，后不省方。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４，１－８，２－２；以震為雷，坤為地，地在外，雷在內。卦

圖象為有雷潛藏於地中，故曰「雷在地中」。 

                                            
63參考陳鼓應《周易注譯與研究》，頁 219，注釋[1]。 
64 見《詩經．豳風》〈七月〉。 
65 參考《說文》段玉裁注“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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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二：感受 

雷作用於天上，地中之雷顯然只存在於想像之中。二十四節氣中，今之“驚

蟄＂，古稱“啟蟄＂。《大載禮記．夏小正》「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並有

「正月必雷」之說。動物入冬時藏伏土中，不飲不食，稱為“蟄＂。依古代天時

及歷法，正月為孟春，漸有春雷，而“驚蟄＂即上天以打雷驚醒蟄居動物的日子。

然於驚蟄之前，雷藏於何處？最直覺的想法，便是深藏於地中，以待春時而出。

故此將下震上坤之卦畫，轉換為「雷息於地中」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復＂即返回，大象傳巧妙以雷藏於地中為喻，象徵過此點即將反轉，雷雖

遠去但終將折返。若以春雷驚蟄為萬物生機之始，則「雷在地中」之時，當為萬

物靜息之極致。以此知復卦之義旨當在“萬物靜息以待時＂。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天寒地凍雷息地中之時，當知雖值隆冬，萬物凋蔽，但春天即將復返，

春雷即將驚蟄。君子處復卦之時，當思法先王，於夜至長而晝至短之日，暫停一

切活動，君臣百姓俱都靜養安息，以待春天的到臨。故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旅不行，后不省方」。 

（一）有關靜養待時之作為，另可參看隨卦與需卦。 

５．５．２５无妄 

无妄卦，下震上乾，卦序２５   

无妄，元亨利貞。其匪正有眚。不利有攸往。 
象曰：天下雷行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４，１－１，２－１；以震為雷，乾為天，天在上，雷在下。卦

圖象為雷作於天之下，故曰「天下雷行」。 

 轉換二：感受 

由於“天下＂有四海之內，人間社會之意，「天下雷行」字面上雖為雷作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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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亦以形容雷之作用遍及天下。古人聞雷鳴於天上，其聲勢響亮高遠，因而

想像其聲可遍及天下萬物亦不為過。為強調天下萬物，大象傳以“物與＂二字指

引之。與者類也，“物與＂即物類，即萬物之類。雷鳴天下，萬物驚蟄，亦為大

雨將至萬物將作之前兆。以此，可將下震上乾之卦畫，轉換為“雷鳴天下，萬物

將作＂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卦名“无妄＂，曲邪謬亂為“妄＂，“无妄＂即不妄作，不妄為。「天下雷行

物與」在強調天道之普遍性，比諸人事，當知无妄卦之義旨在當萬物將作之時，

應“依天道行事，不妄作＂。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无妄卦下震上乾，乃天下雷行，萬物將作之象。君子觀无妄卦，當思

法先王，不妄行妄作，政令作為均能順合天時，以生聚民眾，養育萬物。故曰「先

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討論： 

（一）有關“物與＂二字的解讀，各家看法多有分歧。一般將之與“无妄＂連讀，

而作“天下雷行，物與无妄＂，如孔穎達《周易正義》。亦有讀為“天下雷

行，物與，无妄＂者，如高亨之《周易大傳今注》。亦有學者認為“物與＂

可能為衍文66。本論文主張《大象傳》之體例有前句－卦名－後句的規則性，

故比較傾高亨的讀法，以“天下雷行物與＂為前句，“无妄＂為卦名。《大

象傳》另有訟卦之“天與水違行，訟＂亦採此類之句法。 

５．５．２６大畜 

大畜卦，下乾上艮，卦序２６   

大畜，利貞。不家食。吉。利涉大川。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識前言往行，以畜其德。 

 轉換一：圖象 

                                            
66 例如陳鼓應《周易注譯與研究》，頁 238，「物與二字疑為古注誤入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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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則１－１，１－７，２－２；以乾為天，艮為山，山在外，天在內。卦

圖象為天為山所包圍，故曰「天在山中」。 

 轉換二：感受 

天與山具為自然物中甚高大而遠闊者。的確，若身處群山環繞之所，將使人

有天為山所圍之感。以此將下乾上艮之卦畫，轉換為“天為山所包圍＂之大格局

感受。  

 轉換三：卦義  

“大畜＂者所畜者大也，以「天在山中」說“大畜＂，更加肯定大畜卦之義

旨在“大格局之積畜＂。大格局之積畜可以從兩方面說，就環境面而言，是指國

家社稷之畜賢養才；就個人面而言，是為個人德行能力的修練培養。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大畜卦，有感山之所畜者至大。而思君子亦應要有大的胸襟格局，多

記誦學習先賢之言行，培養自身之德行能力，以配合國家畜賢養才的需要。故曰

「君子以多識前言往行，以畜其德」。 

５．５．２７頤 

頤卦，下震上艮，卦序２７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山下有雷，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４，１－７，２－１；以震為雷，艮為山，山在上，雷在下。卦

圖象為雷作於山下，故曰「山下有雷」。 

 轉換二：感受 

依經驗可知，高處之雷，其聲必遠。今有雷作於下，且為群山所阻，其聲必

受制而不能遠傳。以此將下震上艮之卦畫，轉換為“雷威受制於山＂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頤”，古文作   ，《康熙字典》引《說文》曰「頷也。」，並引《揚子·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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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頷，頤頷也。南楚謂之頷。」。頤頷即面頰之下半部，俗稱「腮幫子」，即面

頰中咀嚼咬動的部份。故“頤＂可理解為“口頰＂。大象傳以「山下有雷」說

“頤＂，雷威無所忌憚，尚且受制於山，何況口頰乎？以此，當知大象傳頤卦之

義旨在“口頰有所節制＂。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頤卦之象，有感雷尚且受制於山，人之口欲更當有所節制。口之出為

言語，口之入為飲食，君子於言語及飲食均當謹慎而有所節制。故曰「君子以慎

言語，節飲食」。 

５．５．２８大過 

大過卦，下巽上兌，卦序２８   

大過，棟撓。利有攸往。亨。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立不懼，遯世无悶。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２，２－１；以巽為木，兌為澤，澤在上，木在下。卦

圖象為水澤於樹木之上，即水澤淹沒樹木。故曰「澤滅木」。 

 轉換二：感受 

樹木生長於地面，今反在水澤之下，為水所淹沒，故必是地面為洪水所至，

而非原就生長於水澤之中。樹木高大，今為水所沒，可見洪水之大，為災之深。

洪水為患，其根本原因，當是雨水太過所致。以此將下巽上兌之卦畫，轉換為“雨

水太過＂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大過＂，大程度的超過。雨水應適當，或可略為超過，但若大幅超過，則

必成災。何只是雨水，凡事太超過，則有成災之虞。「澤滅木」比諸人事，當知大

過卦之義旨在“情勢太過而成災＂。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大過卦，當感受凡事太過則成災難。不論自然或人為，情勢是否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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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非個人所能控制或避免，唯君子處大過成災之時，不應心生恐慌，隨波逐流。

反之，應卓然獨立，無所畏懼，暫且遁離災難之區，而不懷鬱悶。故曰「君子以

獨立不懼，遯世无悶」。 

 討論： 

（一）有關大象傳“大過＂之卦義，凡有二說，一者，如本文所示，為「物之自

然大相過越常分」，另一則為「大人大過越常分以拯患難」。《周易正義》曰

「其大過之卦有二義也：一者物之自然大相過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

二者大人大過越常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老夫得其女妻」是也。」

67。傳統如《周易正義》68及程頤《易程傳》69均採後者「大過越常分以拯

患難」之義。如此之理解，雖合儒家理念，但與前句「澤滅木」割裂，且

以《易經》九二爻辭之內容解釋《大象傳》，不合本論文之預設，故不予採

納。 

（二）參考《大象傳》否卦，「君子以儉德辟難，不可榮以祿。」。與此呼應，《大

象傳》遠離災難或困境之思想，甚是明顯，此或較合道家思維，而非儒家

思維。 

５．５．２９習坎 

習坎卦，下坎上坎，卦序２９   

習坎，有孚。維心亨。行有尚。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行，習教事。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及２－４；以坎為水，上下皆為水而不分，卦圖象為水後有水，

水之源源不絕。故曰「水洊至」。“洊＂者“瀳＂也，水至曰瀳。 

 轉換二：感受 

                                            
67 見孔穎達《周易正義》〈大過〉大象注。 
68 同上，「君子以獨立不懼，遯世无悶」者，明君子於衰難之時，卓爾獨立，不有畏懼，隱遯於世

而无憂悶，欲有遯難之心，其操不改。凡人遇此則不能，然唯君子獨能如此，是其過越之義。」 
69 《易程傳》「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立不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不顧，獨立不懼也。

舉世不見知而不悔，遯世無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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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後有水，流水不間斷之義。以此將下坎上坎之卦畫，轉換為“流水不間斷＂

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坎＂為水，古人觀河水常流而不間斷。“習＂為熟習，故“習坎＂為不間

斷的演練學習。比諸人事，知習坎卦之義旨在“持之以恆的練習＂。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溪河之水常流而不間斷，當思行事亦應持之以恆而不間斷。故君子觀

習坎卦之意旨，應持續維持其德行，並熟習政教之事。故曰「君子以常德行，習

教事」。 

 討論： 

（－）習坎之習，可有二義，一為熟習之習70。一為重習之習71。亦有將卦名定為

“坎＂，而非“習坎＂者。如《序卦傳》72，《雜卦傳》73。本論文採“熟習＂

之義，一方面「水洊至」已有重複之意，另一方面“熟習＂與後句有較佳

的呼應。 

（二）習坎之卦爻辭及彖傳均強調坎險之義，但《大象傳》完全沒有以坎為險之

說，此亦可視《大象傳》為獨立文本，並與卦爻辭無涉之一例證。 

（三）孔子於河川之上，亦有「逝者如斯夫！不舍晝夜。」74之嘆，可見觀流水而

思不間斷，乃古人所共同的經驗。 

５．５．３０離 

離卦，下離上離，卦序３０   

離 利貞。亨。畜牝牛。吉。 

象曰：明兩作，離；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70王弼《周易注》「習謂便習之」。便習即熟習。 
71《易程傳》「習謂重習。他卦雖重，不加其名，獨坎加習者，見其重險，險中復有險，其義大也」。

因《大象傳》不釋“坎＂為“險＂，故未採此說。 
72《序卦傳》「物不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73《雜卦傳》「離上，而坎下也」。 
74 見《論語，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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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3 及２－４；以離為明，上下皆為明而不分。卦圖象為明後又明，

光明持續照耀，故曰「明兩作」。與「水洊至」之差異在，此明之持續，乃人為之

“作＂，故曰「明兩作」 

 轉換二：感受 

「明兩作」之明，非自然日照之明，而係人為火光之明。人之關注及努力，

方能使火光不間斷。以此將下離上離之卦畫，轉換為“火光不間斷＂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大象傳釋“離＂為“明＂，並以「明兩作」形容人在維持光明中所扮演的角

色。比諸人事，“明＂有明察，明斷之義。故知離卦之義旨在“持續明察明斷＂。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火光將盡之時，又有人添加薪材，使之繼續。因為火光的繼續維持，

使人得以突破暗夜，照亮四方。君子觀離卦之意旨，應效法在上位者，於政事上，

能像光照四方一般的持續明察明斷諸事。故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５．１．３１咸 

咸卦，下艮上兌，卦序３１  

咸，亨，利貞，取女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２，２－１；以艮為山，兌為澤，澤在上，山在下。卦

圖象為有湖澤於高山之頂上，故曰「山上有澤」。 

 轉換二：感受 

山上之澤，並非僅只是山中有澤，而此澤位於高山之最上，即高山之頂。水

性向下而流，澤應處於低窪之處，方有上端之水注入。今想像山頂空窪之處，徒

有空窪之地，而難有固定的水源，只能等待天降雨雪。故山上之澤常處於待水灌

注之態。以此，「山上有澤」將給人“澤空待水挹注＂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五章                 

   111

“咸＂為“感＂之假借。《彖傳》即明言「咸，感也」。《說文》曰「感，動人

心也」。《繫辭傳》亦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說，人與外物相應，方能有所感，

能有所感方能與外物相通。然而欲能與外界感應，主體不宜有太多的成見。配合

前句「山上有澤」，比諸人事，當可得大象傳詮釋咸卦之旨當在說“虛以待感受＂。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咸卦「山上有澤」之象，當知欲與外界相感相通，必須清虛其懷，方

能有所感受。君子受咸卦之啟發，欲受教於他人時，應勿持成見，虛心接納。故

曰「君子以虛受人」。 

５．１．３２恆 

恆卦，下巽上震，卦序３２ 

恆，亨，無咎，利貞。利有攸往。 

象曰：雷風，恆；君子以立不易方。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４，２－４；以巽為風，震為雷，雷與風並作，不分內

外上下。卦圖象為雷與風並作，故曰「雷風」。 

 轉換二：感受 

此處之“風＂當為疾風，“雷＂當為迅雷。疾風伴隨迅雷，所謂風雷生變者。

以此，將下巽上震之卦畫，轉換為“雷風並作，天地變色＂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恆者常也，《大象傳》以「雷風」說恆，當非以「雷風」為“恆＂，而是說即

使處於“雷風並作，天地變色＂之時，仍能保持常態者為“恆＂。以此，可得大

象傳詮釋恆卦之旨，當在說“堅持不變＂。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風雷並作之時，感覺天地色變而有驚惶失常之虞。君子處恆卦之境，

一旦立下志向，即使雷風並作，天地變色，亦當持之以恆，堅持不改。故曰「君

子以立不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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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 

（一）古代視雷風並作為天降災異之兆，《書經》有「天大雷電以風，禾盡偃，大

木斯拔」75之語，概指此。除此之外，亦視雷風為上天示警，故應警戒應變。

《論語》及《禮記》均有「迅雷風烈，必變」76之說，似視“雷風＂為“變＂

的象徵。此與卦名“恆＂成強烈對比。 

５．１．３３遯 

遯卦，下艮上乾，卦序３３ 

遯，亨，小利貞。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不惡而嚴。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１，２－１；以艮為山，乾為天，天在上，山在下。卦

圖象為有山在天之下，故曰「天下有山」。 

 轉換二：感受 

萬物皆於蒼天之下，何只是山？唯山甚巨大，人若處於山之近處，但覺有山，

目光為山所吸引，而未必能觀及山於蒼穹之下之形貌。所以言「天下有山」，當在

遠處觀山，山形逶迤於天邊，而有天下遼闊之嘆。以此，將下艮上乾之卦畫，轉

換為“天邊之山＂的感受。  

 轉換三：卦義  

“遯＂同“遁＂，《說文》曰「逃也」；「遁，遷也。一曰逃也。」。“天邊之

山＂遠離人間。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遯卦旨當在說“逃避遠離＂。 

 轉換四：啟示 

吾人遠眺天邊之山縹緲而遠。君子受遯卦之啟示，當遠離小人，雖不必惡顏

相對，但應嚴守分際，嚴肅言行，不與之褻瀆。故曰「君子以遠小人，不惡而嚴」。 

５．１．３４大壯 

                                            
75 見《書經．周書》〈金滕〉。 
76 見《論語．鄉黨》記孔子言行「迅雷風烈，必變。」，《禮記．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

首。若有疾風迅雷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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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壯卦，下乾上震，卦序３４ 

大壯，利貞。 

象曰：雷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禮弗履。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４，２－１；以乾為天，震為雷，雷在上，天在下。卦

圖象為雷作於天之上，故曰「雷在天上」。 

 轉換二：感受 

天至高，今有雷作於天之上，其高可想而知。事實上，雷之高低只是一種感

覺，古人不能偵測到雷發生的確實高度。大體上，雷發生於觀察者之近處，則感

覺雷甚高；若發生在離觀察者較遠處，則感覺雷較低矮。以此，「雷在天上」即雷

在最高處，即雷在最近處，即觀察者頭頂之上。故下震上離之卦畫，可轉換為“雷

作於頭頂之上＂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頭頂之雷，其霹靂之聲必大必壯，故以「雷在天上」形容“大壯＂，強盛曰

壯，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大壯之卦旨當在說“天威壯盛＂，此天威或來自

上天，更應是來自君王。 

 轉換四：啟示 

吾人聞雷聲霹靂於天頂，因而感受天威之壯盛。君子觀大壯卦「雷在天上」，

當對天子與國君之威嚴有所畏懼，因而遵守禮法，謹慎言行。故曰「君子以非禮

弗履」。 

５．１．３５晉 

晉卦，下坤上離，卦序３５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４，２－３；以坤為地，離為明，明在上，地在下。卦

圖象為光明出地下而出，故曰「明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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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二：感受 

至明者為日，「明出地上」即日出之象，故將下坤上離之卦畫，轉換為“日出

天明＂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晉＂有日出之義，《說文》「晉，進也」段註「日出萬物進，故其字從日」。

日出於長夜之末，日出而驅逐黑暗，新的一天於焉開始。人於暗夜中當期待光明

之再現，比諸人事，當可得大象傳詮釋晉卦之卦旨當在說“光明顯現＂。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日出之時，感覺光明顯現，生命充滿希望。君子受晉卦之啟發，當領

悟到身為統治階級的自己，對庶眾就有如太陽對萬物一般，必須顯發其德能，照

顧百姓，有如太陽升起，以光明為萬物驅逐黑暗。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討論： 

（一）「明德」常被解釋為光明美好之德。然「明德」在周代或為一複合詞。《尚

書．周書》「明德」二字合用出現九次77，大體上皆與勤政愛民，善待百性

有關。 

５．１．３６明夷 

明夷卦，下離上坤，卦序３６ 

明夷，利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８，２－３；以離為明，坤為地，地在上，明在下。卦

圖象為．光明沒於地中，故曰「明入地中」。 

 轉換二：感受 

                                            
77 見〈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

兄弟方來。亦既用明德，後式典集，庶邦丕享」；〈召誥〉「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不明德恤祀」；〈君奭〉「嗣前人，恭明德」； 
〈多方〉「罔不明德慎罰」；〈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文侯之命〉「丕顯文、武，克慎明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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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晉卦之「明出地上」以明為日，將下離上坤之卦畫，轉換為“日落天黑＂

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夷＂為“痍＂之假借，“痍＂者傷也，日落使光明不再，故以「明入地中」

說“明夷＂。比諸人事，光明受到傷害即晦暗不明，以此可得大象傳詮釋明夷卦

之卦旨當在說“晦暗不明＂。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日落之時，乃知天將晦暗，也知道黑暗是另一個世界，許多事情見不

得光明，而須於暗中進行。君子受明夷卦之啟發，可以領悟到光明並不是一切，

若要理解事情的真象，必須承認黑暗的存在。監臨民眾，不應太過明察，有時略

似昏晦反而更可明察事理，故曰「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討論： 

（一）「用晦而明」傳統有兩路解釋；一以道家進路，以「用晦」為手段，「明」

為目的，所謂「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此以王弼為代表78。另一為儒家進

路，亦以「用晦」為手段，其目的乃基於“仁厚＂而“和眾＂。只明察而

不用晦將流過明，而有失仁厚，不能和眾。此路以程頤為代表79。本論文較

接近王弼之說，其原因在「用晦而明」文義上顯然是以晦為用，而以明為

體。 

５．１．３７家人 

家人卦，下離上巽，卦序３７ 

家人，利女貞。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行有恆。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５，２－３；以離為火，巽為風，巽在內，火在外。卦

圖象為有風自火源處而出，故曰「風自火出」。 

                                            
78 見本論文，頁３１。 
79 見本論文，頁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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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二：感受 

風是無形的，曰「風自火出」可有兩種理解。一是付諸想像，二是付諸觀察。

就火之燃燒而言，火起處必有煙霧，煙霧可經驗觀察，且煙霧之飄散於風中亦可

觀察，故此之風，不出自想像，而係對火煙之觀察。以此，將下震上離之卦畫，

轉換為“燃火生煙＂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有人活動之處為“人煙之處＂，用火煮食之徵謂之“炊煙＂。有人家之處必

有炊煙，故大象傳以「風自火出」形容“家人＂。下離上巽比諸人事，即是炊煙，

即是人家，以此可得大象傳詮釋家人卦卦旨當在說“家與家人＂。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炊煙之處，即有人家之處。家為社會群居的最基本單位，有家就有家

人，和家人適當相處的能力，就是和社會他人相處的基本要求。尤其是一家之長，

更應樹立典範，維持家道。君子觀家人卦，亦當思持家之道，在言行上應注意。

言語交待要明確，要有所依據，自身行為及事務發落上，要有經常的，固定的行

事準則。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而行有恆」。 

５．１．３８睽 

睽卦，下兌上離，卦序３８ 

睽，小事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異。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３，２－１；以兌為澤，離為火，火在上，澤在下。卦

圖象為．澤在下而火在上，相，故曰「上火下澤」。 

 轉換二：感受 

此言「上火下澤」而不說「火在澤上」或「澤在火下」者，顯然地，在強調

火與澤之上下關係的絕對性80。即火焰恆往上竄，而澤水恆往下流。以此形容澤與

                                            
80履卦「上天下澤」亦有類似語法，見本論文，頁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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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動向恆相違。即將下震上離之卦畫，轉換為“火向上澤向下＂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目不相視為“睽＂81，引申有乖違之意。火上澤下，二者動向恆相乖違，以此

可得大象傳詮釋睽卦之卦旨當在說“習性相違＂。比諸人事，亦在說人之習性不

可盡相同。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火焰恆向上而澤水恆向下，故知物之性實有相違相異之可能，人亦是

如此。君子處睽卦之時，當知人之氣稟未必相同，應能於異中求同，同中求異。

既與眾人和諧相處，又能有自己的堅持，故曰「君子以同而異」。 

 討論： 

（一）《論語．子路》「和而不同82」，《中庸》「和而不流83」，均強調“和＂，而不

強調“同＂。似較《大象傳》對異同問題有更深刻的思考。 

５．１．３９蹇 

蹇卦，下艮上坎，卦序３９ 

蹇，利西南，不利東北。利見大人。貞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６，２－１；以艮為山，坎為水，水在上，山在下。卦

圖象為水在山之上，故曰「山上有水」。 

 轉換二：感受 

山高而水性下流，今水積於高山之上而不得下流，水積滯無處可去之象可以

想見。以此，將下艮上坎之卦畫，轉換為“水積滯於山＂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蹇＂，跛也。引申為難行之貌。“水積滯於山＂是水之難行，為水之蹇，

                                            
81 《說文》「睽，目不相聽也」。 
82 《論語．子路》「君子和而不同，小人同而不和」。 
83 《中庸．１０》「故君子和而不流，強哉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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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之事亦多有窒礙難行之時。故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蹇卦之旨當在說“窒

礙難行＂。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蹇卦下艮上坎，水積滯於山上而不得宣泄，連想世間不如人意或窒礙

難行之事亦常有之。君之處蹇卦之時，唯有反求諸己，努力修習自己的德行能力，

以走出困局。故曰「君子以反身脩德」。 

５．１．４０解 

解卦，下坎上震，卦序４０ 

解，利西南。無所往，其來復，吉。有攸往，夙吉。 

象曰：雷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４，２－４；以坎為雨，震為雷，雷雨不分上下。卦圖

象為雷雨並作，故曰「雷雨作」。 

 轉換二：感受 

“作＂，起也。「雷雨作」即打雷又下雨，雷雨並作。「雷雨作」不同於細雨

綿綿，雨勢必是滂沱。此將下坎上震之卦畫，轉換為“雷雨大作＂之感受。  

 轉換三：卦義  

“解＂原意為分解84，即“庖丁解牛＂之解。分解後的舒緩狀態亦可謂解。中

國北方大地多乾旱，古代灌溉系統亦不甚發達，故農作多需仰仗雨水，雷雨解除

旱象，大有助於農作85。比諸人事，在嚴酷的環境下，亦宜有寬放舒解的一面。以

此，可得大象傳詮釋解卦之旨當在說“寛放舒解＂。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雷雨並作之時，感受到老天及時降雨對乾旱大地所帶來恩澤。君子受

解卦的啟發，當領悟對有罪過而須受懲罰的人，亦應起仁慈心腸，盡可能的寬赦

他們的罪過，減輕對他們的處罰。故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84 《說文》「解，判也」，判為分，牛分解切開曰判。 
85 參看本章屯卦，頁７９；及需卦，頁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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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論： 

（一）《大象傳》通篇雖未用“仁＂字，此「赦過宥罪」實為“仁＂之具體表現。

此亦顯示《大象傳》與儒家之淵源關係。 

５．１．４１損 

損卦，下兌上艮，卦序４１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利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７，２－１；艮為山，兌為澤，澤在上，山在下。卦圖

象為有湖澤於在山之下，故曰「山下有澤」。 

 轉換二：感受 

山高澤低，澤位於山之下是為常態。今特別指出澤在山之下者，此澤當與山

為鄰，位在山腳之下。山為土石所堆積，而土石亦有崩落之時。可以想像的，山

石崩落於鄰旁之澤。山漸為之頹，而澤漸為之塞，此為自然之力量，莫之能禦。

以此將下兌上艮之卦畫，轉換為“澤漸淤淺＂之感受。以今日科技，於群山中築

壩攔水建庫，年久亦將淤塞，此即「山下有澤」之最佳寫照。  

 轉換三：卦意  

山下之澤，日有所損。參考卦名，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損卦之旨當在

說“日漸減損＂。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山下之澤，日漸淤淺，而悟損卦之義。君子處損卦時，當知損其當損，

努力克制怨尤忿怒之情，並減少物欲貪念。故曰「君子以懲忿窒欲」。 

５．１．４２益 

益卦，下震上巽，卦序４２ 

益，利有攸往，利涉大川。 

象曰：風雷，益；君子以見善則遷，有過則改。 

 轉換一：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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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則１－４，１－５，２－４；以震為雷，巽為風，雷風並起，不分上下

外。卦圖象為雷風並起，故曰「風雷」。 

 轉換二：感受 

此處之風與雷，亦如恆卦，應為疾風迅雷。疾風常伴迅雷，使人有風烈則雷

迅，雷激則風怒之感。風助雷勢，雷助風威，雷風常相助益。以此，將下震上巽

之卦畫，轉換為“雷風相助＂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雷風常助益。參考卦名，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益卦之旨當在說“助益＂。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風雷並作之時，感覺風與雷常相助益。疾風迅雷威力如此，猶需相助

長進，何況人乎。君子當悟益卦之啟示，努力修身有所進益，見到好的典範就要

效法，有過錯就要改正，故曰「君子以見善則遷，有過則改」。 

 討論： 

（一）有關益卦及恆卦，《大象傳》在卦象的解釋上，將益卦為“下震上巽＂解釋

為之「風雷」；將恆卦之“下巽上震＂解釋為「雷風」，學者有主張《大象

傳》解經之體例為先上經卦後下經卦86，以此，故“下震上巽＂為「風雷」，

“下巽上震＂為「雷風」。本論文不採此說，而認為「風雷」、「雷風」在字

面上並無異義，要待與卦名“恆＂，“益＂結合後，方具完整意義。 

（二）王弼註「見善則遷」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將遷善與改過賦予積極之

價值意義。《孟子》亦有「民日遷善87」「(聞)人告知以有過則喜88」之說，

此亦可見《大象傳》與儒家思想甚相契。 

 

 

                                            
86 參考本論文５．１．２１節，噬嗑卦之討論（二），頁１０１。 
87《孟子．盡心上》「殺之而不怨，利之而不庸，民日遷善而不知為之者。」 
88《孟子．公孫丑上》「子路，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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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３夬 

夬卦，下乾上兌，卦序４３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不利即戎，利有攸往。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祿及下，居德則忌。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１，１－２，２－１；以乾為天，巽為澤，澤在上，天在下。卦

圖象為澤甚高，高於天之上，故曰「澤上于天」。 

 轉換二：感受 

「澤上于天」甚是誇大，只能訴諸形容想像。天甚高，今以“上于天＂形容

澤之高。以此將下震上離之卦畫，轉換為“高處之澤＂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夬＂者決也，《說文》「夬，分決也」，水往下流出曰決。澤當蓄水，澤決則

水往下流出。水為人畜及作物生長所必需，高處之澤若決，則水流無所不至，是

為以高處者施惠於低下者。以此，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夬卦之旨當在說“上

施惠於下＂。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夬卦「澤上于天」，當思高處之澤水若有決時，則可嘉惠於下。君子若

領悟夬卦之旨，當知在上位者應施惠賜福於在下位者，若只知積存德澤而不思施

惠，恐將遭人忌恨。故曰「君子以施祿及下，居德則忌」。 

 討論： 

（一）「居德則忌」之德很難當作道德，德行來理解。只能作恩惠(德澤之德)，或

美好事物（德音之德）來理解。此亦可為《大象傳》“德＂字使用之線索。 

５．１．４姤 

姤卦，下巽上乾，卦序４４ 

姤，女壯，勿用取女。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轉換一：圖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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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則１－２，１－１，２－１；以巽為風，乾為天，天在上，風在下。卦

圖象為有風吹遍天下，故曰「天下有風」。 

 轉換二：感受 

“天下＂有二義，於天之下謂之天下，遍及四海亦謂之天下。「天下有風」當

兼有此二義，此風於天之下而不甚高，故可觸物。再者，遍及天下皆有此觸物之

風。以此將下震上離之卦畫，轉換為“風遍觸萬物＂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姤＂者逅也，相遇曰“姤＂，「天下有風」即風與萬物相觸相遇。風常比喻

教化，教化天下萬國亦須與之接觸。「天下有風」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姤卦

之義旨在說“教化天下＂。 

 轉換四：啟示 

吾人有感於春風之遍吹，有如政令教化之推行。君子受姤卦卦之啟發，當思

效先王不辭辛勞，巡狩、接見四方諸侯，以將政令告勉四方諸侯。故曰「后以施

命誥四方」。 

 討論： 

（一）此參考廖名春先生之主張，“后＂即“王＂之古稱89。故“后＂及“王＂之

間並不做明顯區分。 

（二）參考《大象傳》觀卦以「風行地上」象徵教化之具體施行。姤卦「天下有

風」之情境與之類似。但“天下＂應較“地上＂為高，故同樣是先王教化，

姤卦教化對象之層級似較高，而在諸侯層次；觀卦之教化對象則為庶民。

以此亦見大象傳對卦象之象徵與詮釋之細膩與不苟。 

５．１．４５萃 

萃卦，下坤上兌，卦序４５ 

萃，亨。王假有廟，利見大人，亨，利貞。用大牲吉，利有攸往。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不虞。 

                                            
89參考本論文５．１．１１，泰卦討論（一），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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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８，１－２，２－１；以坤為地，兌為澤，澤在上，地在下。卦

圖象為澤高出於地之上，故曰「澤上於地」。 

 轉換二：感受 

澤勢低窪以蓄水，此是常理。今澤水高出地面之上，必築堤以防水之泛濫。

以此，即下坤上兌之卦畫，轉換為“築堤蓄水於地面之上＂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萃＂，《說文》曰「草貌」，引申為聚集。《彖傳》曰「萃，聚也」。《大象傳》

以“築堤聚澤水於地之上＂比喻“萃＂，在聚集的同時，也要注意堤防的警戒，

以防潰決。比諸人事，欲確保所聚之人與物，必須保持警戒。以此可得大象傳詮

釋萃卦之卦旨當在說“戒備提防＂。 

 轉換四：啟示 

吾人築堤聚水，當注意堤防的警戒，此是萃卦之義旨。君子受萃卦之啟示，

當領悟凡事保持警戒的重要，以確保所聚之人及物的安全，平時便須整理兵戎之

器，以備不時之需。故曰「君子以除戎器，戒不虞」。 

５．１．４６升 

升卦，下巽上坤，卦序４６ 

升，元亨，用見大人，勿恤，南征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８，２－２；以巽為木，坤為地,，地在外，木在中。卦

圖象為木自地中生出，故曰「地中生木」。 

 轉換二：感受 

樹木雖生長於地面之上，其根仍深埋於地下。樹木自地中破土而出，小小樹

苖在漫長的歲月後成長茁壯而為大樹。以此將下巽上坤之卦畫，轉換為“樹木生

長＂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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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傳以「地中生木」解釋卦名，“樹木生長＂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

升卦之旨當在說“成長茁壯＂。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樹苖破土而出，經漫長的歲月後成長茁壯為有用的大樹。君子受升卦

之啟示，當循序進德修業，如大樹成長一般，日漸積累茁壯其德能。故曰「君子

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５．１．４７困 

困卦，下坎上兌，卦序４７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不信。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２，２－１；以坎為水，兌為澤，澤在上，水在下。卦

圖象為水不在澤中而在澤之下，是為澤水漏盡之象，故曰「澤无水」。 

 轉換二：感受 

水原蓄於澤中，今澤水往下而流，流至澤之下方，只剩乾枯之湖澤。以此將

下坎上兌之卦畫，轉換為“澤水枯竭＂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參考卦名“困＂，“澤水枯竭＂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困卦之旨當在說

“處境困窘＂。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澤水外流而枯竭，當有困窘之嘆。君子處困卦之時，雖然困窘，仍應

堅定之自己的志向，雖死不辭。故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５．１．４８井 

井卦，下巽上坎，卦序４８ 

井，改邑不改井，无喪无得，往來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勞民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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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６，２－１；以巽為木，坎為水,，水在上，木在下。卦

圖象木器之上有水，故曰「木上有水」。 

 轉換二：感受 

“木＂為木製容器，如木桶之屬，方有可能盛水於其上。“上＂亦可解釋為

“向上＂，木器引水向上。以此，將下巽上坎之卦畫，轉換為“引水向上＂之感

受。  

 轉換三：卦意  

以木器引水向上是汲井水的必要動作，大象傳以此將卦象與卦名連結。古代

井是重要的公共建設，以此，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井卦之卦旨當在以井為

例，說“公共事務＂。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邑民汲井，以木器引水向上。井之修建及維持都需要邑民共同努力，

否則水質污濁而無法飲用。君子受井卦之啟發，當領悟在公共建設上，在上位者

有責任使民眾勤奮勞動，並相互勸勉，以合力完成建設。故曰「君子以勞民勸相」。 

５．１．４９革 

革卦，下離上兌，卦序４９ 

革，巳日乃孚，元亨利貞，悔亡。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歷明時。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２，２－２；以離為火，兌為澤,，澤在外，火在內。卦

圖象為澤水中央有火，故曰「澤中有火」。 

 轉換二：感受 

水能滅火而不能生火。湖面上若有火光，必只是漂流物燃燒所至，只是短暫

的現象，終將有變。以此將下離上兌之卦畫，轉換為“水面之火不得長久＂的感

受。  

 轉換三：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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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說文》曰「獸皮治去其毛，革更之」。其義為變革，更改。「澤中有

火」不得長久，是為變更之象徵。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革卦旨當在說“變

革＂。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澤中水面之火，當可推斷此象必不長久，而將有變。君子處革卦，當

領悟於改朝換代，天地變動之時，應配合新的時代，掌握新的歲時節氣及相關規

定，以明時令。故曰「君子以治歷明時」。 

５．１．５０鼎 

鼎卦，下巽上離，卦序５０ 

鼎，元吉，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４，２－４；以巽為木，離為火,，火在上，木在下。卦

圖象為火在木之上，以木升火，故曰「木上有火」。 

 轉換二：感受 

用火為人類文明的重要特徵，「木上有火」即是人類燃木取火之象，此將下巽

上離之卦畫，轉換為“燃木取火＂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卦名為“鼎＂，鼎原為烹煮食物之器具。與「木上有火」相連，當是引火烹

飪之象。鼎之外形端正穩重，又用於宗廟，為銘功記績之禮器，並為政權之象徵。

以此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鼎卦之卦旨當在說“端正似鼎＂。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燃木取火，以鼎烹煮食物，有感鼎之造形端正厚實。君子受鼎卦下巽

上離之啟發，當端正自己的行為，持正道以居其位，專注完成君王交待的使命。

故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５．１．５1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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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卦，下震上震，卦序５１ 

震，亨。震來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里，不喪匕鬯。 

象曰：洊雷，震；君子以恐懼脩省。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４及２－４；以震為雷，上下卦皆為雷而不分上下。卦圖象為雷

後有雷，雷聲連綿而至，故曰「洊雷」。 

 轉換二：感受 

巨大的雷聲不斷，這樣的感受是直接的，上震下震，就是“雷聲連連＂之情

境。  

 轉換三：卦意  

古代對雷之成因的理解往往訴諸宗教。對來自天上，連連不斷的巨大雷聲，

視之為上天的威顯或警告，其象徵意義，即使是現代人亦是可以體會的。此處之

天，可以是宗教上的天帝，或人間的天子。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震卦旨當

在說“天威震懾＂。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雷聲連連之時，乃有感上天之威靈顯赫。君子受震卦卦之啟示，當對

上帝懲惡揚善之威靈有所畏懼，因此常思反省，修治自身之品德，常為善而莫作

惡。故曰「君子以恐懼脩省。」。 

５．１．５２艮 

艮卦，下艮上艮，卦序５２ 

艮：艮其背，不獲其身，行其庭，不見其人，无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不出其位。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及２－４；以艮為山，上下卦皆為艮而不作區分。卦圖象為一

山山連山，故曰「兼山」。 

 轉換二：感受 

一重山又一重山，山山相連。上艮下艮，就是“山嶺重重＂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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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三：卦意  

連綿大山，阻擋視野並限制人物交通往來。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艮卦

之旨當在說“阻擋限制＂。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大山連綿，阻隔了兩邊人群的來往。人的活動尚且受到地理位置制，

自身的言行思想是否也應該就己的身分而有所自制？君子受艮卦之啟發，在當領

悟每一人都有自己的職份，要安於其分，不是自己職分內的事，不要僭越而作非

分之想。故曰「君子以思不出其位」。 

 
 討論： 

（一）《論語》亦有「君子思不出其位」90，與本卦後句幾乎相同。論者多以此論

《大象傳》語與曾子語之先後。本論文７．２．４節，對此問題有進一步

的討論。 

５．１．５３漸 

漸卦，下艮上巽，卦序５３ 

漸：女歸吉，利貞。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５，２－１；以艮為山，巽為木，木在上，山在下。卦

圖象為樹木生長於山之上，故曰「山上有木」。 

 轉換二：感受 

深山中多大樹，今日猶然如此。大象傳以“山上之木＂形容樹之高大，以此

將下震上離之卦畫，轉換為“樹木高大＂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參考卦名“漸＂，樹木之高大非一蹴可及，而需漫長歲月徐漸生長。“樹木

高大＂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漸卦之旨當在說“漸進＂。 

                                            
90 見《論語．憲問》「曾子曰：君子思不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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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山中樹木之高大，知此非一日之功，乃徐漸生長而成。君子受漸卦之

啟發，當領悟循序漸進之重要。不論自身才能德行的培育，或百姓善良風俗之教

化，均非非一朝一夕能有所成，故應持續漸進。故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５．１．５４歸妹 

歸妹卦，下兌上震，卦序５４ 

歸妹：征凶，无攸利。 

象曰：澤上有雷，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４，２－１；以兌為澤，震為雷，雷在上，澤在下。卦

圖象為有雷作於湖澤之上，故曰「澤上有雷」。 

 轉換二：感受 

雷作用於高空，但在感官經驗上，遠處之雷，似出現在水面（地平線）上而

感覺較低。令雷聲來自水澤之上，故其聲必遠弱。以此，將下兌上震之卦畫，轉

換為“雷聲甚遠＂之感受91。 

 轉換三：卦意  

“歸＂，《說文》曰「女嫁也」。“歸妹＂當為嫁女或嫁妹。古代同姓不婚，

諸候嫁女，必是他姓之國，他姓之國必遠。女弟遠嫁，長久難有再見面之時。此

有距離之遠，亦有時間之遠，“雷聲甚遠＂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歸妹卦旨

當在說“久遠＂。 

 轉換四：啟示 

吾人聽澤上雷聲甚遠，而思時空之久遠處。感嘆女子遠嫁後，夫婦亦將長久

相處。君子處歸妹卦之時，當思世事難料，對美好事物雖期望能長久保持，但亦

不可不知，時間長久之後，凡事均有破敝變質之可能。故曰「君子以永終知敝」。 

５．１．５５豐 

                                            
91 有關雷聲之高低強弱關係，可參考本論文５．１．１７〈隨〉，96 頁；５．１．３４〈大壯〉，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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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卦，下離上震，卦序５５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雷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４，２－４；以離為電，震為雷，雷電相混不分上下。

卦圖象為雷聲閃電一併出現，故曰「雷電皆至」。 

 轉換二：感受 

古人無法了解打雷與閃電之成因以及彼此關係，只能視之為天威大顯。以此

將下離上震之卦畫，轉換為“雷威電明＂之震攝。92 

 轉換三：卦意  

豐為豐滿、豐盛，《說文》曰「豆之豐滿者也」，可引申為“大＂，“盛＂。

“雷威電明＂加之以豐盛，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豐卦之卦旨當在說“威赫

明甚＂。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雷電併作之時，感覺天威甚是顯赫，閃電帶來光明，雷聲驚走宵小，

因而思及刑罰明斷亦應如是。君子受豐卦之啟發，當領悟做為審判者，在斷定是

非，度量刑罰時，應如雷電般的威嚴且明察事理，公正審慎斷案。故曰「君子以

折獄致刑」。 

 
 討論： 

（一）有關本卦（下離上震），與噬嗑卦（下震上離）之比較。本論文認為二卦均

為雷電並列，不分上下。亦有學者如高亨，主張本卦下離上震為雷在電之

上，是為先雷後雷93；噬嗑卦下震上離為電在雷之上，是為先電後雷94。二

者卦象含意不同。本論文認為上下卦關係與時間先後關係在《大象傳》中，

                                            
92 參見本論文５．１．２１〈噬嗑〉，頁 100。基於本論文之轉換規，本卦前句「雷電皆至」，與

噬嗑卦(下震上離)之前句「雷電」，皆轉換為同一感受(“雷威電明＂)。因為此二卦之卦圖象相同。 
93 參考高亨《周易大傳今注》，頁 295。 
94 同上，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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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不具規則性，且此二卦之前句，並未提供上下卦相對關係之任何線索，

故不採此說。 

５．１．５６旅 

旅卦，下艮上離，卦序５６ 

旅：小亨，旅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旅；君子以明慎用刑，而不留獄。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３，２－１；以艮為山，離為火，火在上，山在下。卦

圖象為火光在大山之上，故曰「山上有火」。 

 轉換二：感受 

大山多草木鳥獸，少有人煙，人多居於平地或山腳丘陵。「山上有火」為人於

大山腳下，遠觀大山之頂有火光，其火光必微弱可知。以此，可將下艮上離之卦

畫，轉換為“火光微弱＂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卦名為“旅＂。失其本居，客寄他方為“旅＂，即大象傳復卦「商旅不行」

之“旅＂。然“旅＂之義與「山上有火」似欠連繫，或可謂山中少有人煙，故觀

山上之火光，而知此為翻山越嶺之旅人，天黑未及下山，因而羈留山中，所發之

火光。也因為“火光微弱＂，故需特別注意方可察覺得到。以此，自「山上有火」

而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旅卦之旨當在說“謹慎明察＂。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夜中觀察人煙罕至的高山上，有火光閃爍，此莫非羈留山中之旅人所

燃之火？君子受旅卦之啟發，當感受到做為審判者，在斷定是非，度量刑罰時，

應審慎觀察思量細微之處，明斷速斷，儘量不要將人犯羈留獄中。故曰「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不留獄」。 

 
 討論： 

（一）《易程傳》注「山上有火」曰「火之在高，明無不照」。然山上之火，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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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高，當不至明無不照。此說似與經驗不符。我們無法想像依靠山上之火

進行辨物或閱讀的可能，更遑論「明無不照」。 

５．１．５７巽 

巽卦，下巽上巽，卦序５７ 

巽：小亨，利攸往，利見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行事。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５，１－５，２－４；以巽為風，上下皆為風而不分。卦圖象為

風後風，故曰「隨風」。 

 轉換二：感受 

風一陣一陣的吹。此將下巽上巽之卦畫，轉換為“風吹陣陣＂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巽＂為風，風為教化。教化使人文明，有如和風使人舒暢。“風吹陣陣＂

比諸人事，當可知得大象傳詮釋巽卦之旨當在說“教化＂。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和風陣陣之時，感覺到風的和煦使人舒暢。君子受巽卦之啟發，亦當

領悟到上位者有推行教化，使民眾脫離野蠻，邁向文明的使命。然而教化的推行

並非各行其是，教化的內容必須依照天子或國君所頒布的號令，反覆向民眾申述。

故曰「君子以申命行事」。 

５．１．５８兌 

兌卦，下兌上兌，卦序５８ 

兌：亨，利貞。 

象曰：麗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２，２－４；以兌為澤，上下皆為澤而不分。卦圖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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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澤相連，故曰「麗澤」。麗者，偶也95。 

 轉換二：感受 

一個水澤，又一個水澤。以此將下兌上兌之卦畫，轉換為“水澤相連＂之感

受。  

 轉換三：卦意  

“兌＂為澤，澤畜有水。水澤相連，所畜之水互通。以此比諸人事，可得大

象傳詮釋巽卦之卦旨當在說“互通有無＂。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水澤相連，澤中之水互通，因而能相互滋潤，不使乾枯。君子受巽卦

之啟發，當領悟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亦當彼此論道，相互學習，交流滋益。故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 

５．１．５９渙 

渙卦，下坎上巽，卦序５９ 

渙：亨。王假有廟，利涉大川，利貞。 

象曰：風行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立廟。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５，２－１；以坎為水,，巽為風，風在上，水在下。卦

圖象風吹於水面之上，故曰「風行水上」。 

 轉換二：感受 

人若居於地上，如何能感受水上之風？若非出於想象，則更有可能此為人在

水上所感受之風。此將下坎上巽之卦畫，轉換為“水面受風＂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渙＂，水盛之貌96。洪水為水盛之至，人應居於地上，洪水時成為水上之漂

流者，方可感受水面之風。以此，水盛之貌配以「風行水上」，比諸人事，可得大

象傳詮釋渙卦之旨當在說“洪水為患＂。 

                                            
95 《康熙字典》〈麗〉「《玉篇》偶也」。 
96參考《詩經．鄭風》〈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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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漂流水上之時，方可感水面之風吹。君子處渙卦之境，當思洪水為災

天下渙散之時，先王猶不忘，建立宗廟，享祭天帝祖先，以求上帝保佑，並安慰

百姓，收合人心。故曰「先王以享于帝立廟」。 

５．１．６０節 

節卦，下兌上坎，卦序６０ 

節：亨。苦節，不可貞。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數度，議德行。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６，２－１；以兌為澤，坎為水,，水在上，澤在下。卦

圖象為水滿於澤之上，故曰「澤上有水」。 

 轉換二：感受 

澤以畜水，水滿當溢流出澤外，並無法高於澤，而處於澤之上。「澤上有水」

實屬想向，以形容澤水漲滿外溢。以此將下兌上坎之卦畫，轉換為“澤水漲滿＂

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節＂即竹節，引伸為節省，節制，節義字97。即大象傳頤卦「慎言語，節飲

食」之“節＂。與「澤上有水」參看，“澤水漲滿＂必當有所調節限制，勿使溢

出成災。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節卦之旨當在說“調節限制＂。 

 轉換四：啟示 

吾人見澤水漲滿，有溢出之虞，當留心調節限制，勿使外溢出。君子受節卦

之啟發，當領悟調節限制之重要，宜制定禮法度數，以約束民眾。評定人員的德

行能力，以約束僚屬。故曰「君子以制數度，議德行」。 

５．１．６１中孚 

中孚卦，下兌上巽，卦序６１ 

                                            
97參見《說文》〈節〉，段玉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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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孚：豚魚吉，利涉大川，利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２，１－５，２－１；以兌為澤，巽為風,，風在上，澤在下。卦

圖象為風吹於水澤之上，故曰「澤上有風」。 

 轉換二：感受 

人居於湖澤之畔，澤面送來之風，因水氣降溫，比較清涼，此為生活所經驗

者。盛夏之時，總是要到湖海之濱以避暑，至今猶然如此。以此，可將下兌上巽

之卦畫，轉換為“澤上清風消解酷暑＂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98  

澤上清風可消解炎熱，人之行為若能他人之危厄，亦有如酷暑之清風。比諸

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中孚卦之卦旨當在說“消解災難＂。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夏日澤畔，感受水面清風帶來涼爽，可消酷暑。君子受中孚卦之啟發，

當領悟做為審判者，在度量刑罰時，應謹慎量刑，寧輕勿重。在對死刑的判定及

執行上，尤其要慎重考慮，儘可能的寬緩。故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５．１．６２小過 

小過卦，下艮上震，卦序６２ 

小過：亨，利貞，可小事，不可大事。飛鳥遺之音，不宜上，宜下，大吉。 

象曰：山上有雷，小過；君子以行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７，１－４，２－１；以艮為山，震為雷,，雷在上，山在下。卦

圖象為雷作於大山之上，故曰「山上有雷」。 

 轉換二：感受 

「山上有雷」未必是經驗中之觀察，亦可說係出自合理之想像。若天為最高

                                            
98 卦名“中孚＂二字，諸家解釋各異。《周易注譯與研究》曰「所追題之卦名「中孚」，與卦象，

卦辭無合理連繫」。見〈中孚〉注釋[1]，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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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山當為次高者。大壯卦「雷在天上」，是為雷作於最高最近處，雷威最盛。本

卦「山上有雷」，是為雷作於較高較近處，雷威略盛。以此，可將下艮上震之卦畫，

轉換為“雷威略盛＂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比諸“大過＂為大程度的超過，乃至成災99。“小過＂當為較平常略有超過，

但仍屬常態，並未異常成災。「山上有雷」比諸人事，可得大象傳詮釋小過卦之旨

當在說“略過於常＂。 

 轉換四：啟示 

吾人聞雷作於山頂之上，其威雖非最盛，亦是略過於常。君子受小過卦之啟

發，當領悟有些善行，寧略超過，勿使不及。例如行為寧可過於恭敬，不要傲慢

失禮；喪事寧可過於哀傷，不要虛應形式；日用寧可過於儉省，不要奢侈浪費。

故曰「君子以行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討論： 

（一）大象傳釋小過卦，雖只言“過＂，但文意中，應含有“過＂與“不及＂之

比較。有“中＂為標準，方可言“過＂。即有“過＂者，亦當有“不及＂

者。《論語》中亦有“過＂與“不及＂之討論。例如「過猶不及100」，「禮，

與其奢也，寧儉101」。此亦可為《大象傳》與儒家關係線索之一。 

５．１．６３既濟 

既濟卦，下離上坎，卦序６３ 

既濟：亨，小利貞，初吉終亂。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３，１－６，２－１；以離為火，坎為水，水在上，火在下。卦

圖象為水在火之上，故曰「水在火上」。 

                                            
99參見本論文５．１．２８，大過，頁 107。 
100見《論語．先進》。 
101見《論語．八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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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二：感受 

自然界並無「水在火上」之理，水在火上，必有人力干預而置水於火之上。

此干預可有二義。以容器盛水，且置於火源之上，以火煮水，此其一。火勢失控

時，撥水於火源之上滅火，以防火勢失控成災，此其二。以此，將下離上坎之卦

畫，轉換為“置水於火之上＂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渡河曰“濟＂102，“既濟＂可理解為渡河有成或將成。前述「水在火上」必

有人力維持，以遂煮水之目的，此可謂人之依規畫而行動，以成就文明事務之典

範。若以火煮水，參照卦名，比諸人事，知大象傳詮釋“既濟＂為“文明有序＂，

但「水在火上」，備水以防火患，亦有“防患於未然＂之義。綜合二者，得大象傳

詮釋既濟卦之旨當在說“不使文明失序＂。 

 轉換四：啟示 

吾人於燃火煮水之時，有感文明生活中，規範及秩序之必要。一方面煮水飲

用為文明生活之典型，另一方備水防火亦為維持文明秩序所必需。君子受既濟卦

之啟發，當領悟文明秩序之維持，必須思防患於未然，對於能發生的災難，預先

做好充分的準備。故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５．１．６４未濟 

未濟卦，下坎上離，卦序６４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利。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轉換一：圖象 

依規則１－６，１－３，２－１；以坎為水，離為火，火在上，水在下。卦

圖象為火在水之上，故曰「火在水上」。 

 轉換二：感受 

不論自然或人為，「火在水上」均只存在於想像之中。水與火既不相混，亦不

                                            
102 例如《書經‧商書》〈說命上〉「若濟巨川，用汝做舟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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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且彼此相克。以此將下坎上離之卦畫，轉換為“水火不容＂之感受。  

 轉換三：卦意  

若“既濟＂之旨在說“文明有序＂，今對照以“水火不容＂參照卦名，比諸

人事，當知大象傳詮釋“未濟＂卦之旨當在說“文明失序＂。 

 轉換四：啟示 

吾人觀水火各行其道而不相容，有如文明失序，眾人各自為政，不相調和。

君子處未濟卦之時，於文明失序之亂世，當謹慎明辨人員及事物之功能與性質，

使其各歸居於適當的位置。故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討論： 

（一）大象傳對水火不容之相關描述，除本卦外，另有睽卦103。睽卦以「上火下

澤」說“習性相違＂及「君子以同而異」。其對卦圖象的構思及解釋，似與

本卦類似，均自水與火性質上的差異中，論人事異同之間的調和。唯睽卦

較著眼於價值判斷，本卦較著重在秩序之重建。 

５．２大象傳六十四卦整理 

為便於總覽及比較，將５．２節之內容，以表格方式，依卦序編列。包括： 

（一）卦名 

（二）於轉換一，所引用之二經卦轉換規則，以及因之轉換出之前句。 

（三）於轉換二，人對此前句所示卦圖象之感受。 

（四）於轉換三，參考卦名解釋，及人文思維，所得該卦之卦旨。 

（五）於轉換四，前後句關係之分類，及所得之後句。 

（六）轉換二及轉換三的必要說明。 

〈大象傳六十四卦分析彙總表〉 

                                            
103 參看本論文５．１．３８〈睽〉，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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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 

名 
經卦 

上

下 

前句 

(轉換一) 

卦象感受 

(轉換二) 

卦名

解釋

卦意 

(轉換三) 

後句 

(轉換四) 

前後 

關係 
分析 

乾 為天 4 天行(建 )
天體運行不

息 
強健 強健不息 君子以自強不息。 啟發 

無息為健 

強壯曰健，乾通健 

坤 為地 4 地勢(順) 大地順承 順承 承擔任事 君子以厚德載物。 啟發 
勢為氣勢，傾向 

坤通順，循理行事 

屯 水雷 4 雲雷 
雲雷相聚，

大雨將興 
萌動

大事將興，

大有作為 
君子以經綸。 啟發 雲雷相聚，雨之將興 

蒙 山水 1 山下出泉
泉水離山入

河 
蒙稚

事態之初，

果決行事 
君子以果行育德。 啟發 泉為水之源, 

需 水天 1 雲上於天 待雲成雨 等待 等待結果 君子以飲食宴樂。 指引 雲上於天，待之成雨 

訟 天水 4 
天與水違

行 

天體河流方

向相違 
爭訟 相違相爭訟 君子以作事謀始。 啟發 

日月向西,水向東，方向相

違 

師 地水 2 地中有水 畜水於地 畜眾 聚蓄民眾 君子以容民畜眾。 啟發 水聚畜於地中 

比 水地 1 地上有水 水流匯聚 比附 萬邦歸附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

侯。 
典範 

地上有水，水性溪水匯入

大河 

小

畜 
風天 1 風行天上

風吹而不及

人 

教

化? 
教化未行 君子以懿文德。 啟發 

風在天，天高而遠，風未

及於人 

履 天澤 1 上天下澤 天高澤卑 禮節 人分尊卑 
君子以辯上下，定民

志。 
啟發 天為上之最，澤為下之最

泰 地天 1 天地交 上下交融 通泰 交融和諧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典範 以上下運動說通 

否 天地 1 天地不交 閉塞不通 否塞 閉塞失道 
君子以儉德辟難，不

可榮以祿。 
指引   

同

人 
天火 4 天與火 舉火向天 類聚 聚集同類 君子以類族辨物。 啟發 與：天與火同，俱向上

大

有 
火天 1 火在天上 普照四方 

廣

照? 
明察善惡 

君子以竭惡揚善，順

天休命。 
啟發   

謙 地山 2 地中有山 高大而不顯 謙藏
有而不居，

與人共享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

物平施。 
啟發 

似平地而內有山，似無而

實有，藏而不露，有而不

自以為有。謙與滿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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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 

名 
經卦 

上

下 

前句 

(轉換一) 

卦象感受 

(轉換二) 

卦名

解釋

卦意 

(轉換三) 

後句 

(轉換四) 

前後 

關係 
分析 

豫  雷地 3 雷出地奮
大地與雷聲

共鳴 
豫樂 行禮作樂 

先王以作樂崇德，殷

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典範 

雷鳴而大地震動回響，形

成大自然的樂音。 

隨 澤雷 2 澤中有雷
雷聲遠弱將

竭 
竭息 休憩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啟發 

澤為低處，雷電作用原在

天上，今說在澤中，意即

在天邊低遠之處。 

蠱 山風 1 山下有風 風吹受阻 蠱惑 教化不行 君子以振民育德。 指引 風遇山而阻。 

臨 地澤 1 澤上有地 高處往下看 監臨
居上而監臨

下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

保民无疆。 
指引 

地在澤之上，人於地而下

觀澤。居高臨下。 

觀 風地 1 風行地上 風吹及於人 省察 教化施行 
先王以省方，觀民設

教。 
典範 

風吹地上，人處於地上，

風拂及人面。 

噬

嗑 
火雷 4 雷電 雷威電明 決斷 明斷善惡 先王以明罰敕法。 啟發 

雷電並作，雷威電明，懲

惡揚善。 

賁 山火 1 山下有火 火光不遠 文飾 文明治理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

折獄。 
指引 

即云山下，主人必在山

上。山下有火文明不遠。

剝 山地 1 山附地上 山石落於地 崩塌 傾頹倒塌 上以厚下，安宅。 啟發 
山高起而附於地，土石剝

落。 

復 地雷 2 雷在地中 雷息於地中 折返
萬物蟄藏以

待春時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

旅不行，后不省方。
典範 

雷電應在天上，今潛藏於

地中。在季節上，雷起於

春，盛於夏，息於秋，藏

於冬。雷在地中，有冬日

萬物蟄藏之意。 

無

妄 
天雷 1 天下雷行

雷鳴驚蟄，

萬物將作 

不妄

作 

萬物將作之

時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 
典範 

雷在雨之先，雷行而雨

施，雨為萬物滋生之必

要，此為萬物將作之前

刻。 

大

畜 
山天 2 天在山中

天為山所包

圍 

大積

畜 
所畜至大 

君子以多識前言往

行，以畜其德。 
指引 

天為大，天為山所包容，

山所畜至大。 

頤 山雷 1 山下有雷 雷受制於山 口頰
口頰有所節

制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

食。 
指引 

雷在山下，低 (遠)而受阻

於山。 

大

過 
澤風 1 澤滅木 水澤太過 太過

情勢太過而

成災 

君子以獨立不懼，遯

世无悶。 
指引 

水澤太過，淹過樹木。洪

水 

坎  坎水 4 水洊至 流水不間斷 
不間

斷 
不間斷 

君子以常德行，習教

事。 
啟發 

溪水潺潺，江河浩蕩，流

水不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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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 

名 
經卦 

上

下 

前句 

(轉換一) 

卦象感受 

(轉換二) 

卦名

解釋

卦意 

(轉換三) 

後句 

(轉換四) 

前後 

關係 
分析 

離  離火 4 明兩作 火光不間斷 光明
持續明察明

斷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

方。 
啟發 火光繼續傳承 

咸 澤山 1 山上有澤
澤空待水挹

注 
感受 虛以待感受 君子以虛受人。 啟發 

山上之澤，澤水向下流，

故常虛以待雨水或溪水

挹注。 

恆 雷風 4 雷風 
雷風併作天

地變色 
恆常 堅持不變 君子以立不易方。 啟發 

天地變色之時仍持常不

變。 

遯 天山 1 天下有山 天邊之山 遁隱 逃避遠離 
君子以遠小人，不惡

而嚴。 
啟發 

山遠，天更遠，天下之山

以說其遠 

大

壯 
雷天 1 雷在天上 雷作於頂 大壯 天威壯盛 君子以非禮勿履。 啟發 雷震當頭，其聲大而威壯

晉 火地 3 明出地上 日出天明 進升 光明顯現 君子以自昭明德。 啟發 
光明自地而出，日出之

象，一日之始 

明

夷 
地火 3 明入地中 日落天黑 晦暗 晦暗不明 

君子以蒞眾，用晦而

明。 
啟發 

光明隱入地中，日沒之

象，晦暗不明 

家

人 
風火 3 風自火出 燃火生煙 家庭 家與家人 

君子以言有物，而行

有恆。 
指引 

風自火出而為煙，煙火人

家。 

睽 火澤 1 上火下澤
火向上澤向

下 
乖違 習性相異 君子以同而異。 啟發 

火性向上澤性向下，二者

習性相異；參看訟卦 

蹇 水山 1 山上有水
水積滯於山

上 
難行 窒礙難行 君子以反身修德。 指引 

水應往低處流，今在山高

處，積滯而不能行。 

解 雷水 4 雷雨作 雷雨大作 消解 寛放舒解 君子以赦過宥罪。 啟發 

雷雨並作，驟雨大降，夏

日尤其如此。大雨減緩土

地之乾旱 

損 山澤 1 山下有澤 澤漸淤淺 減損 日漸減損 君子以懲忿窒欲。 啟發 

澤於山腳之下， 山日受

澤之沖塌，山漸頹而澤漸

塞。 

益 風雷 4 風雷 雷風相助 助益 助益 
君子以見善則遷，有

過則改。 
啟發 

風烈則雷迅，雷激則風

怒，風雷恆相助益 

夬 澤天 1 澤上于天 高處之澤 潰決 上施惠於下
君子以施祿及下，居

德則忌。 
啟發 

澤為水聚處，澤高處天

上， 澤決時水泄而注溉

於下。 

姤 天風 1 天下有風 風遍觸萬物 邂逅 教化天下 后以施命誥四方。 典範 

風在天下，遍吹萬物於四

海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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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經卦 

上

下 

前句 

(轉換一) 

卦象感受 

(轉換二) 

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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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意 

(轉換三) 

後句 

(轉換四) 

前後 

關係 
分析 

萃 澤地 1 澤上於地
築堤聚水於

地之上 
戒備 戒備提防 

君子以除戎器，戒不

虞。 
啟發 

澤上於地、聚澤者隄防，

澤於地之上，無隄岸之

澤，水聚之而無防，有潰

決之憂。 

升 地風 2 地中生木 樹木生長 上升 成長茁壯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

高大。 
啟發 

樹木自地中生出，離地而

日漸高大茁壯 

困 澤水 1 澤無水 澤水枯竭 困宭 處境困窘 君子以致命遂志。 指引 
澤水下漏而枯竭無水。池

無積水，人無儲糧。 

井 水風 1 木上有水 引水上升 井 公共事務 君子以勞民勸相。 啟發 木器盛水而上升 

革 澤火 2 澤中有火
水面之火不

得長久 
變革 變革 君子以治歷明時。 指引 

澤中之火，無法長久，而

必有變化 

鼎 火風 1 木上有火 燃木取火 鼎器 端正似鼎 君子以正位凝命。 啟發 鼎為食器之代表 

震 為雷 4 洊雷 雷聲連連 天威 天威震懾 君子以恐懼修省。 啟發 雷為天威，為天譴 

艮 為山 4 兼山 山嶺重重 限制 阻擋限制 君子以思不出其位。 啟發 山為阻擋，限制 

漸 風山 1 山上有木 樹木高大 漸至 漸進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啟發 
山中木之高大，乃歲月徐

徐漸積所致。 

歸

妹 
雷澤 1 澤上有雷 雷聲甚遠 遠嫁 久遠 君子以永終知敝。 啟發 

澤為低處，澤上之雷，雷

作於在天邊低遠之處。

豐 雷火 4 雷電皆至 雷威電明 盛大 威赫明甚 君子以折獄致刑。 啟發 
雷電皆至，雷威盛大而光

明 

旅 火山 1 山上有火 火光微弱 羈旅 謹慎明察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不留獄。 
啟發 

人於山下而觀火在山

上，山高遠，火在山上其

光必微。見遠山之火光，

如察近處之秋毫 

巽 為風 4 隨風 風吹陣陣 教化 教化 君子以申命行事。 啟發   

兌 為水 4 麗澤 水澤相連 欣悅 互通有無 君子以朋友講習。 啟發   

渙 風水 1 風行水上 受風於水面 水渙 洪水為患 先王以享于帝立廟。 典範 

人居陸上而感知，今風吹

於水上而非地上， 是水

漫大地之象, 

節 水澤 1 澤上有水 澤水漲滿 節制 調節限制 
君子以制數度，議德

行。 
啟發 

澤中容水有限，過之則水

滿溢於澤上，故應節制 

中

孚 
風澤 1 澤上有風

澤上清風解

消酷暑 

消

解？
消解災難 君子以議獄緩死。 指引 

澤上之風必清涼，能消熱

去暑。以炎熱喻酷獄嚴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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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 

名 
經卦 

上

下 

前句 

(轉換一) 

卦象感受 

(轉換二) 

卦名

解釋

卦意 

(轉換三) 

後句 

(轉換四) 

前後 

關係 
分析 

小

過 
雷山 1 山上有雷 雷威略盛 略過 略過於常 

君子以行過乎恭，喪

過乎哀，用過乎儉。
啟發 

雷於山上而未及於天，其

威過於平常，但不及頭頂

之雷。 

既

濟 
水火 1 水在火上 置水於火上 有序

不使文明失

序 

君子以思患而預防

之。 
指引 

水在火上，以火沸水，為

文明有序之象 

未

濟 
火水 1 火在水上 水火不容 無序 文明失序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指引 

火在水上，兩不相交，不

成功用，未能濟物;  

 

說明：依本論文之研究，六十四卦名，除小畜卦、大有卦及中孚卦部份，似與今

本之卦爻辭及彖傳無關，亦不易以卦名之文字意義解釋之外。其餘六十一卦之卦

名，或作為前後句連繫之意向指引，或其字義可與前句呼應，均可有合理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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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大象傳之哲學思想 

６．１對大象傳思想討論之預設立場 

《大象傳》由於多論“君子＂與“德＂，傳統上對其思想之討論，大都先預

設其為“儒家思想＂，並在儒家思想之範疇中予以解釋，引申、及發揚。例如戴

璉璋先生對《大象傳》震卦「洊雷，震；君子以恐懼修省。」之詮釋1

這裡的恐懼，不是一般畏懼害怕的意思，而是孟子所謂「孔子懼，作《春

秋》．．．」這類的懼。是感受到「德之不脩，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不

善不能改」的憂患，驚覺到「世衰道微，邪說暴行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

子弒其父者有之」的危機，因而產生的怵愓惻隱，竦然戒慎。由這種恐懼

而來的修省，主要方式是「反身」。 

似這樣，將“恐懼＂引申解釋為“憂患＂，將憂患的來源，解釋為“德之不

脩，學之不講，聞義不能徙，不善不能改＂，因而對修省的內容進一步進行發揮。

如此的詮釋進路，站在儒家本位而言，固然可將大象傳思想與孔孟思想緊密結合，

在義理上作最大的發揮，並收印證之效。然亦需面對下列二問題： 

首先，就字意而言，“恐懼＂與“憂患＂應是不同的概念。“恐懼＂為驚慌

害怕，是指受到威脅時而思逃避之情緒。“憂患＂為擔憂禍患，是對潛在威脅的

反覆思慮。二者實有所不同。《大學》「身有所忿懥，則不得其正；有所恐懼，則

不得其正；有所好樂，則不得其正；有所憂患，則不得其正。」，將恐懼與憂患分

別並論，即為其明證。今將“恐懼＂解釋為“憂患＂，實有過度引申，強加解釋

之疑。 

其次，將恐懼發生的原因解釋為不能成德，故然符合儒家的思路，但卻使前

句「洊雷」流為空談。洊雷為對雷聲陣陣不間斷的形容。綜合人對雷聲的經驗，

震卦卦辭之描述2，將恐懼的發生解釋為對雷聲不斷的反應，似乎更能忠實的反應

大象傳的思想。 

 
1 見戴璉璋《易傳之形成及其思想》，P122。 
2《易經》震卦卦辭「震，亨。震來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里，不喪匕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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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例所顯示之方法，乃為先將作品定位，再解釋其中之義理。這樣的進路，

固然能對作品在某方面給予創新的，甚至是更好的詮釋，但亦有曲解的可能。本

論文為了追索大象傳思想之原意，對大象傳思想的分析及詮釋，並不採此方式。

相反地，本論文儘可能的不預設立場，試圖單純依文本之語意，尋求最融貫的解

釋。 

由於不以儒家為前提，故對“君子＂二字，也不預設為「君子周而不比，小

人比而不周3」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利4」所指之有德者。而僅視之為具某種

身份者5。雖然如此，不可避免的，本論文對《大象傳》仍做了三點必要之預設，

如第四章所述：（一）視《大象傳》為獨立之文本。（二）《大象傳》與《易經》之

直接連繫，僅在於卦名及卦畫。（三）《大象傳》之著作背景為周代的中國北方。

以下基於於此三預設，討論《大象傳》所蘊含之哲學思想。 

６．２ 前句及前後句連結所蘊之思想 

如本論文４．２節所述，《大象傳》前句為卦象之描述，後句賦予人事義理或

人文啟示。前句是用來解釋卦象並點出卦名的，而且是後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

根據。以此看來，大象傳之後句固當為思想之主要承載者。但前句與後句連繫之

所以產生，亦當反應出大象傳之若干思想結構。有關大象傳前句之思想，至少有

下列二點可說。 

首先，《大象傳》做為《易經》之解經之作，若單論後句而拋開與前句之關係。

則似有視《大象傳》為先有一家思想，例如儒家思想，再以此思想強加之於易經

體系。但如此思路，大是貶低《大象傳》之價值，有違《大象傳》研究之原旨。

由本論文第四章之分析可知，大象傳之前句，以及前句與卦名之連繫，實際反映

了大象傳對《易經》卦畫的詮釋觀點，以及對天、澤、火、雷、風、水、山、地

等自然現象的感受。 
 

3 見《論語．為政》。 
4 見《論語．里仁》。 
5 有關《大象傳》與儒家之關係，及對“君子＂之解釋，將於下一章做進一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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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象傳前句與後句之關係，比較類似《詩經》上的比興關係，也就是

現代修辭學上所謂的比喻與聯想關係。若說前句是後句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根

據，此所謂的“原因＂，不是科學或邏輯上的，因果關係上的原因，而是比喻或

聯想上的原因。前句與後句之關係的分析中，“產生什麼樣的聯想＂是很清楚的，

但是“為什麼會產生這樣的聯想＂就很有討論的空間。 

仍以「洊雷，震﹔君子以恐懼修省。」為例。顯然地，大象傳以“震＂為“雷＂，

以“雷＂聯想到“恐懼＂，由“恐懼＂聯想到“修省＂。這個思路是清晰的，合

理的，毫無神秘之處可言的。再進一步採索，為何“雷＂會聯想到“恐懼＂？是

為巨大的聲響所震攝？或是在雷聲的背後，有鬼神或超越界力量的影子？若係後

者，大象傳又如何看待鬼神或超越界？若以這樣的態度來分析前後句關係，當更

能發掘《大象傳》所蘊之思想。 

基於以上二因素，本論文主張大象傳之思想，固然以後句為主。但是，後句

之詮釋，必須與前句融貫，而不宜單就後句發揮。這樣才能在易學的脈絡下，探

討大象傳所涵蘊哲理的原貌。 

６．３後句所蘊思想之分類 

《大象傳》之後句，毫無例外的，都是針對“君子＂所提出之格言。若將此

格言視為對君子的要求，可就此要求，依作用之性質，區分修身、處世、及政事

三大類。另亦可就所要求的具體內容上，區分為信仰要求、品德要求、能力要求、

及任事要求四大類。以下針對這些分類作進一步之定義、說明及伸展。 

６．３．１作用性質之分類 

作用性質之分類，主要以格言對君子要求之目的性進行分類。“修身類＂以

個人內在品格或能力的培養及學習為目的。“處世類＂以與他人相處之智慧及能

力為目的，且無關乎名份地位。“政事類＂以政治及權力的運作指引為目的，與

名位有關。三大類各別又可分解多個小類，茲表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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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身類：個人內在品格或能力的培養及學習，共計１９條，可分解為下列

四小類。  

* 進德：自我反省及自我對美好品格的要求。計有８卦。 

* 修業：對品德及能力的學習與培養。計有７卦。 

* 信仰：來自宗教信仰的自我要求。計有２卦。 

* 能力：個人應具備的，與品格無直接關係的能力。計有２卦。 

（二）處世類：與他人相處之智慧及能力，共計１８條，可分解為下列三小類。 

* 自處：自處之生活態度。計有８卦。 

* 待人：與他人相處之態度。計有４卦。 

* 幹事：處理事務之方法及態度。計有６卦。 

（三）政事類：政治及權力的運作指引，共計２７條，可分解為下列三小類。 

* 統治：政權之創建及維持。計有１１卦。   

* 民政：國政日常治理。計有１０卦。 

* 司法：刑罰之制定與審判。計有６卦。 

６．３．２要求內容之分類 

要求內容之分類，主要以格言對君子之具體要求內容所進行的分類。這些具

體要求亦充份反映了《大象傳》的價值意識。“信仰要求＂指對超越界的認識及

信仰要求，但不涉及實際之祭祀禮儀。“品德要求＂指與德行相關的，良好人格

特質的要求。“能力要求＂指與道德無關的生活態度或能力要求。“任事要求＂

則指處理公眾事務的行為規範。四大類亦各可分解多個小類，每一小類以一個字

代表某一種價值概念。以下以表列方式說明這些價值概念之分類及意義。 

（一）信仰要求：對超越界的認識及信仰，不涉及實際之祭祀禮儀。統一以“天＂

概念表示，共計３條。 

* 天：敬天，畏天。 

（二）品德要求：與德行相關的良好人格特質，可細分為下列五種價值，共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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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條。  

*  仁：寬厚，仁愛，尊重生命。計有８卦。 

*  禮：重視禮法及制度，自制，遵守禮法。計有５卦。 

*  誠：內省，真誠。僅有１卦。 

*  義：正義，為所當為。僅有１卦。 

*  進：積極進取，不間斷。計有４卦。 

*  學：學習、進步。計有３卦。 

（三）能力要求：與道德無關的生活態度或能力，可細分為下列四種價值，共計

２５條。 

* 安：安身，立命，自保。計有７卦。 

* 和：調和，養生，和諧。計有６卦。 

* 文：文明應具備之能力。計有２卦。 

* 明：明識，明辨，理解能力。計有１０卦。  

（四）任事要求：處理事務的行為規範，可細分為下列三種價值規範，共計１４

條。   

* 方：一般任事之方法原則。計有５卦。 

* 政：統治之準則或要求。計有３卦。 

* 教：教化之準則或要求。計有６卦。 

我們可以視上述兩種分類為分析的兩個面向，作用性質分類代表各格言的應

用面向，要求內容之分類代表了格言的價值面向。以此，可將六十四句格言，分

別判斷其應用屬性及價值屬性。 

６．３．３大象傳六十四卦後句分類列表 

茲依前述分類原則，將六十四句格言分類並編表如〈大象傳後句分類表〉所

示。同時，為了便於觀察，另以應用面向為横軸，以價值面向為縱軸，編製〈大

象傳分類簡表〉。為簡化內容於一頁之內，此表僅列出卦名。 

以分類及表列的方式來分析大象傳格言的思想，一則便於現象的觀察及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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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掌握，再者在分析的討論中，比較能有客觀的，具體的依據，而非任意發

揮，直覺臆斷。 

要特別說明的是，這樣的分類方式及分類的判斷並非絕對的，亦非唯一的。

相反地，同一格言，不同的人可能有不同的分類及認定。同一格言也可能同時有

一個以上的價值意識。例如，家人卦「言有物，而行有恆」亦可視兩種不同價值

意識的表示。一是言說的方法，一是行為的毅力。但即便如此，仍不妨害本方法

便於現象觀察及概念掌握的效果。 

以下即利用此分類簡表，分析大象傳之哲學思想。括人文主義，天道觀，儒

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法家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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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傳後句分類表〉 

卦名 前句 後句 價值 

意識 

作用 

大類 

作用 

小類 

乾 天行(建 ) 君子以自強不息。 進 修身 進德 

坤 地勢(順) 君子以厚德載物。 仁 修身 進德 

屯 雲雷 君子以經綸。 文 修身 修業 

蒙 山下出泉 君子以果行育德。 義 處世 幹事 

需 雲上於天 君子以飲食宴樂。 和 處世 自處 

訟 天與水違行 君子以作事謀始。 方 處世 幹事 

師 地中有水 君子以容民畜眾。 仁 政事 民政 

比 地上有水 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政 政事 統治 

小畜 風行天上 君子以懿文德。 文 修身 修業 

履 上天下澤 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禮 政事 民政 

泰 天地交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 政事 統治 

否 天地不交 君子以儉德辟難，不可榮以祿。 安 處世 自處 

同人 天與火 君子以類族辨物。 明 修身 能力 

大有 火在天上 君子以遏惡揚善，順天休命。 天 修身 信仰 

謙 地中有山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仁 處世 待人 

豫   雷出地奮 先王以作樂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禮 政事 統治 

隨 澤中有雷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和 處世 自處 

蠱 山下有風 君子以振民育德。 教 政事 民政 

臨 澤上有地 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教 政事 民政 

觀 風行地上 先王以省方，觀民設教。 教 政事 統治 

噬嗑 雷電 先王以明罰敕法。 明 政事 司法 

賁 山下有火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明 政事 司法 

剝 山附地上 上以厚下，安宅。 仁 政事 民政 

復 雷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旅不行，后不省方。 禮 政事 統治 

无妄 天下雷行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仁 政事 統治 

大畜 天在山中 君子以多識前言往行，以畜其德。 學 修身 修業 

頤 山下有雷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和 處世 自處 

大過 澤滅木 君子以獨立不懼，遯世无悶。 安 處世 自處 

坎  水洊至 君子以常德行，習教事。 進 修身 修業 

離  明兩作 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 修身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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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 前句 後句 價值 

意識 

作用 

大類 

作用 

小類 

咸 山上有澤 君子以虛受人。 和 處世 待人 

恆 雷風 君子以立不易方。 方 處世 幹事 

遯 天下有山 君子以遠小人，不惡而嚴。 安 修身 進德 

大壯 雷在天上 君子以非禮勿履。 禮 處世 待人 

晉 明出地上 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 修身 進德 

明夷 明入地中 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明 政事 民政 

家人 風自火出 君子以言有物，而行有恆。 方 處世 待人 

睽 上火下澤 君子以同而異。 和 修身 進德 

蹇 山上有水 君子以反身修德。 誠 修身 進德 

解 雷雨作 君子以赦過宥罪。 仁 政事 司法 

損 山下有澤 君子以懲忿窒欲。 和 修身 進德 

益 風雷 君子以見善則遷，有過則改。 學 修身 修業 

夬 澤上于天 君子以施祿及下，居德則忌。 仁 政事 民政 

姤 天下有風 后以施命誥四方。 政 政事 統治 

萃 澤上於地 君子以除戎器，戒不虞。 方 政事 民政 

升 地中生木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進 修身 修業 

困 澤無水 君子以致命遂志。 安 修身 進德 

井 木上有水 君子以勞民勸相。 教 政事 民政 

革 澤中有火 君子以治歷明時。 明 政事 統治 

鼎 木上有火 君子以正位凝命。 政 政事 統治 

震 洊雷 君子以恐懼修省。 天 修身 信仰 

艮 兼山 君子以思不出其位。 安 處世 幹事 

漸 山上有木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安 處世 自處 

歸妹 澤上有雷 君子以永終知敝。 安 處世 自處 

豐 雷電皆至 君子以折獄致刑。 明 政事 司法 

旅 山上有火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不留獄。 明 政事 司法 

巽 隨風 君子以申命行事。 教 政事 民政 

兌 麗澤 君子以朋友講習。 學 修身 修業 

渙 風行水上 先王以享于帝立廟。 禮 政事 統治 

節 澤上有水 君子以制數度，議德行。 教 政事 統治 

中孚 澤上有風 君子以議獄緩死。 仁 政事 司法 

小過 山上有雷 君子以行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進 處世 自處 

既濟 水在火上 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方 處世 幹事 

未濟 火在水上 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明 處世 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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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傳分類簡表〉 
 

    修身類 處世類 政事類 

    進德 修業 信仰 能力 自處 待人 幹事 統治 民政 司法 

信 

仰 
天     

大有，

震 
        

泰 

 
    

仁 坤         謙   无妄 
師，

剝，夬

解， 

中孚 

禮           大壯   
豫，

復，渙 
履   

誠 蹇                   

義             蒙       

進  乾 坎，升     小過           

品 

 

 

德 

 

學 
  

大畜，

益，兌 
                

安 遯，困       

否， 

大過， 

漸， 

歸妹 

  艮       

和 睽，損       
需，隨，

頤 
咸         

文   
屯，小

畜 
                

能 

 

 

力 

 

明 
晉     

同人，

離  
    未濟 革 明夷 

噬嗑，

賁，

豐，旅

方           家人 

訟，

恆，既

濟 

  萃   

政               
比，

姤，鼎 
    

任 

 

 

事 

教               觀，節 

蠱，

臨，

井，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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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大象傳論人與天 

多數學者論及《大象傳》思想時，均強調其修身觀及政治觀。例如廖名春先

生在敘述大象傳的思想時，開宗明義即強調「《大象傳》的思想是純綷的儒家思想，

基本上可分為政治及人生觀兩部份」6。黄沛榮先生於大象傳義理之討論中，亦主

張大象傳之思想主要在政治與修身，政治又可分德治與法治，而德治離不開修身7。 

以上述二位學者為代表的主張，基本上均站在儒家立場，針對大象傳後句之

內容，闡發其思想。本論文主張，先不要預設儒家立場，而且應將後句與前句的

關係一併考慮，才能更深入的探討大象傳修身觀及政治觀之所以蘊育，其背後的

哲學思想。以下先從《大象傳》的人道及天道思想討論起。 

６．４．１大象傳之人文精神 

如本論文第四、五章之討論，《大象傳》以極具規則的方式，將卦畫從自然象

徵，轉換為人事義理，誠所謂“推天道以明人事＂。六十四句啟示格言皆是說

“人＂，既不言“物＂，亦不論“鬼神＂，人文精神實可謂大象傳思想最重要的

特徵。尤其下列三點最足以突顯大象傳之人文精神。 

（一）《易》本卜筮之書，《大象傳》雖為解《易》之作，但完全不以卜筮說易，

也不談任何神秘的，不可知的，超經驗的事物。其關懷之重點，完全落在

人事上。 

（二）大象傳多處表達對生命及生養的尊重，如坤卦之「厚德載物」；師卦之「容

民畜眾」；中孚卦之「議獄緩死」。以及需卦之「飲食宴樂」；隨卦的「嚮晦

入宴息」等。 

（三）大象傳永遠以正面思考的方式，積極面對生命。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

易」8。六十四卦的卦意有凶有吉，但誠如王夫之所強調，大象傳於負面卦

 
6 見廖名春《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頁 305。 
7 參考黃沛榮《周易彖象傳義理探微》，頁 110-131。 
8 見《繫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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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之處，仍可道出積極的，正面的義理。其所蘊含“人定勝天＂的思想，

不言而喻。 

６．４．２大象傳之天概念 

雖然大象傳的重點在“人＂而少論鬼神，但並不表示大象傳沒有宗教意識，

無視於鬼神的存在。在分類簡表中，可看到大象傳之價值觀中，內有“信仰＂項，

簡表中以“天＂概念表示之。大象傳以“乾＂象“天＂，但那個“天＂是自然的

天。此處之“天＂，則為宗教信仰上的，超越界之“天＂，在《詩經》《書經》中，

或可謂之“帝＂，為至高無上之主宰。 

簡表顯示，大象傳計有大有、震、泰三卦，蘊有天帝思想。今依卦序列出原

文句如下，並對應分析其所蘊涵之天概念：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惡揚善，順天休命。 

洊雷，震；君子以恐懼修省。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大有卦顯示，大象傳將“遏惡揚善＂與“順天休命＂並論，顯然認為“天＂

是“遏惡揚善＂的，故“遏惡揚善＂是君子順天道的使命。而“火在天上＂更給

君子“天帝無所不在，無所不察＂的威赫。以此觀之，“天＂實為道德的最終依

據。《書經》曰「天道福善禍淫」9；《詩經》云「順帝之則」10，可與此呼應。 

震卦顯示，大象傳將“恐懼＂與“修省＂並論，而“恐懼＂又來自“洊雷＂。

古人視雷為天威，故而“修省＂的動力根源，還來自對“天＂的敬畏。《書經》曰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11；《詩經》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12，

亦可與此呼應。 

泰卦顯示，大象傳以君主（后）統治民眾，與天地相輔相成為典範。此處雖

 
9 《書經》〈商書．湯誥〉。 
10《詩經》〈大雅．文王之什〉。 
11《書經》〈商書．湯誓〉。 
12《詩經》〈周頌．清廟之什．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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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言天地之所指，但明顯的有統治者應順天行事之意。 

綜合以上，當知大象傳視超越之天為具賞罰意志者。人之行善，修省，乃至

治理百姓，都應該順從此上天之意志。而上天畢竟是“善＂的，此亦為君子之所

以為善的根源。 

以此觀之，《大象傳》之天概念，實有主宰者、審判者及造生者的性格13。此

亦可與周初“天＂，“帝＂的概念相呼應。 

除此三卦之外，另有如豫卦、渙卦等，雖有論及祭祀之事，因在內容上未涉

及天之超越性，故將其價值屬性定位為“禮＂，而非“天＂。 

６．４．３大象傳之仁觀 

大象傳雖未直接使用“仁＂字，但實質上多處蘊有寬厚、仁愛、尊重生命等

思想，即“仁＂的價值意識。 

簡表顯示，大象傳計有坤、師、謙、剝、無妄、解、夬、中孚等八個卦，蘊

有仁徳思想。今依卦序列出原文句如下。並分析其所蘊涵之“仁＂概念。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益寡，稱物平施。 

山附地上，剝；上以厚下，安宅。 

天下雷行，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雷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祿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細察此八條之中，涉及修身處世者，僅坤、謙二卦。其餘六卦則均與政事有

關。以此可見，大象傳之仁德思想，主要仍在政治上的實踐。即所謂“德治＂的

部份，而非內在的要求。也就是說，大象傳的仁觀，是實踐方向的指導，而非道

 
13參考傅佩榮《儒道天論發微》，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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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根源的反省。是“仁民愛物＂之仁，而非“殺生成仁＂之仁。 

值得重視的是，政事的六卦當中，解卦及中孚卦是站在司法作為上說的。也

就是在刑罰審判上，大象傳主張君子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我們對師卦之

「容民畜眾」，無妄卦之「茂對時育萬物」，剝卦之「厚下安宅」，夬卦之「施祿及

下居德則忌」，猶可勉強說這是富國強兵的手段。但對司法上的「赦過宥罪」，「議

獄緩死」的主張，除了人道精神，惻隱之心外，沒有辦法做其他的解釋。這也顯

示了，《大象傳》的確蘊育有仁愛的思想。 

６．５大象傳之儒、道、法家思想 

多數學者論及《大象傳》時，均直接將之判讀為“儒家之作＂，而以儒理闡

揚發明其思想要旨。本論文採更謹慎的態度，先不預設立場，儘量依文本內容發

言。再於其中，研判哪那些思想確有儒家呼應相通之處，同樣地，哪那些思想於

道家或法家相通。 

就應用面向而言，不論儒家，道家，法家都要面對修身、處世、及政事問題。

但因價值意識的差別，而有不同的思想。至於儒、道、法家思想之特色，本論文

以《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述六家之旨為本14，兼參考今人之說15，整理儒、法、

道三家原始之要旨如下16： 

一、儒家 

儒家尊崇周公，以六藝為法，重視人倫教化，強調禮治。並以仁、義為內在

的要求。對人間事務採積極關懷的態度。 

二、道家 

道家尊崇自然，以虛無為本，重視全生避禍。主張以柔弱應對變化，並以虛

靜知足為內在的要求。對人間事務採消極不干涉的態度。 

 
14參考《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司馬談之語，論述陰陽、儒、墨、名、法、道德六家之旨。 
15主要參考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及馮友蘭《中國哲學簡史》有關儒、道、法三家的論述。 
16此處主要在整理有關倫理價值方面的思想，而不談形上的或宇宙論方面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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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家 

法家尊崇法治之術，不分貴賤，一斷於法。嚴苛少恩，不講情份。不重視內

在的要求，視人為手段。對人間事務採實事求是，只問結果不計手段的態度。 

６．５．１大象傳之儒家思想部份 

單純以後句格言之內容來看，《大象傳》的儒家思想成份的確十分濃厚。在價

值概念的分類上，仁、禮、誠、義、進、學、文、教等概念都屬儒家性質的價值

意識。於簡表上觀察可知，具上述概念性質格言，六十四卦中占三十卦，幾乎占

半數。其餘之價值概念，雖未必為儒家所專有，但進一步觀察格言之內容，絕大

部份仍可歸類於儒家思想下的產物。以”政＂概念為例，比卦的「建萬國，親諸侯」，

姤卦的「施命誥四方」，鼎卦的「正位凝命」，都有濃厚的儒家思想成份。我們可

以說，《大象傳》的六十四條格言，除少數幾卦可商榷外，幾乎都與儒家思想契合。 

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此處所謂大象傳思想與儒家思想契合，未必就是說大

象傳思想來儒家，更不是說大象傳思想與儒家思想相同。有關大象傳思想與儒家

思想的可能關係，將於第七章做進一步討論。 

６．５．２大象傳之道家思想部份 

《大象傳》是否有道家思想成份，是個久為爭議的問題。本論文曾於第三章

３．３．１節及３．３．９節，分別就王弼及陳鼓應，舉例描述以道家思想詮釋

《大象傳》的進路。 

若以崇尚清靜無為，重視全生避禍，主張以柔弱應對變化的處世態度，來判

斷道家傾向。則安、和、明、方等應該是道家所關注的價值及處世智慧。 

在處世態度方面，需卦的「飲食宴樂」，隨卦的「嚮晦入宴息」，頤卦的「慎

言語，節飲食」，及咸卦的「虛受人」，確實使人有與老莊思想暗合之感，但亦不

違儒家精神。唯明夷卦之「蒞眾，用晦而明」及否卦之「儉德辟難，不可榮以祿」，

若依其文理脈絡，除非強作解釋，否則明顯與儒家精神不合，而有道家傾向。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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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述如下： 

否 ：天地不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不可榮以祿。 

明夷：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眾，用晦而明。 

否卦，天地不交，是為天地人倫有失常道之時。或為天災，或是人禍。「不可

榮以祿」固可以是自保，亦可以說是氣節。但於天地不交之時，何以不奮起卻避

難？避難又何以須儉德？說文曰：「儉，約也」。儉德，《易程慱》注曰「減損之德」，

朱熹《周易本義》注曰「收歛其德」。不論如何去解釋“儉德辟難＂，與其說是「知

其不可而為之」17的儒家，實不如說是「寧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18的道家。 

明夷卦，明入地中，乃晦暗不明之象。以明夷蒞眾，“用晦而明＂。王弼以

道家立場，注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19；程頤以儒家立場，注曰「不極其明

察用晦，然後能容物和眾。」20，似皆可通。然細究“用晦而明＂之語意，“用晦＂

乃是手段，“明＂才是目的。且明夷之象為晦，“晦＂與“明＂對立。以“晦＂

蒞眾可以得“明＂，頗合道家「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21；「以智治國，國

之賊；不以智治國，國之福。」22的思維。 

反觀程頤的解釋，“用晦＂固然是手段，目的卻變成了“和眾＂。而且，原

文意中，“晦＂與“明＂的對立，以及“晦＂中求“明＂的要求都不見了。事實

上，在大象傳中，“明＂是很重要的價值。噬嗑卦的「明罰敕法」，賁卦的「明庶

政」，革卦的「治歷明時」，旅卦的「明慎用刑」，未濟卦的「慎辨物」等，都在說

“明＂。程頤以儒家的立場解釋，反而把“明＂說成了“不能和眾＂。二者相較，

王弼的說法似乎更為融貫。 

經以上探討可知，《大象傳》雖然蘊含儒家思想，但不宜因此就主張《大象傳》

 
17《論語．憲問》。 
18《莊子．秋水》。 
19 參見本論文３．３．１節。 
20 參見本論文３．３．４節。 
21《老子．四十章》。 
22《老子．六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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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道家思想，或視道家思想為禁忌。我們應當承認，在某些地方，道家思想的

確較儒家思想更適合解釋《大象傳》。 

６．５．３大象傳之法家思想部份 

有些學者，如高亨、陳鼓應等，認為《大象傳》有法家思想。陳氏並列出《大

象傳》中有法家思想成份者有六條23，分別為： 

噬嗑：雷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賁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解 ：雷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豐 ：雷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旅 ：山上有火，旅﹔君子以明慎用刑，而不留獄。 

中孚：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由於法家關注之焦點多在富國強兵之策，故其相關之思想，在應用類別上，

應屬政事類。陳氏所列之六條，於分類簡表中，毫無例外的，均屬於司法類，而

不渉統治及民政。由此可知，在統治及民政的領域上，法家思想是被排除在大象

傳外的。 

然僅就司法觀點而言，噬嗑卦之「明罰敕法」，賁卦之「明庶政，无敢折獄」，

豐卦之「折獄致刑」，旅卦之「明慎用刑，而不留獄」；重點都在強調“明斷＂。

法家固然在司法上要求明斷，但明斷應是審問用刑的普遍要求，而不宜說只有法

家才要求明斷，或要求明斷者必是法家24。事實上，法家的重點在“依法＂，而大

象傳中，除了噬嗑卦之「明罰敕法」有提到“法＂字之外，並不見任何“律法＂

的概念。 

更重要的是，一般對法家的評論是“不論情份，嚴苛少恩＂。但大象傳中如

解卦之「赦過宥罪」，及中孚卦之「議獄緩死」，充份顯露了仁慈寬厚的思想，這

 
23參見陳鼓應《易傳與道家思想》頁 44-45。 
24以《論語．子路》「禮樂不興則刑罰不中，刑罰不中則民手足無措。」為例，儒家亦談刑罰，並

重視刑罰之“中＂，“中＂即為對明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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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家的“嚴苛少恩＂是背道而馳的。所以大象傳中唯一有可能出現法家思想的

刑罰司法部份，與其說是法家的，不如說是儒家的。經上述分析，可知在《大象

傳》中，不存在有法家思想的影子。 

本節之主要目的，期望在不預設立場的情況下，能儘量客觀的探討《大象傳》

所蘊含的儒、道、法家思想。藉由上述討論，可知《大象傳》中，絕大部份與儒

家思想相通，亦有一部份與道家思想相通，但應不含法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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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大象傳問題討論 

７．１大象傳之作者問題 

有關《大象傳》成書年代及作者問題，本論文３．１節已有初步之討論。傳

統易學主張《易傳》為孔子所著，其著作年代為春秋未年。《大象傳》為《易傳》

之一部份，故理當為孔子所著。此說在現代則備受質疑，而傾向不再相信《易傳》

為孔子所作。但亦有學者如金景芳、呂紹綱、李學勤、郭沂等，仍持舊說1。 

事實上，孔子與《大象傳》之關係不應限定在“是否為孔子所著＂這樣狹窄

的範圍。黃沛榮先生在孔子與周易經傳關係的討論中，提出了孔子是否學易、傳

易、贊易、作易等四種關係2。黃氏大體上採孔子與《易經》有關，但未作《易傳》

的說法，並主張「有關《易》傳七種，沛榮認為應是流傳於戰國中末葉，而陸續

成篇，其中甚至晚至秦代。其中雖有孔子言論，卻絕非孔子所手定，而且已摻入

其他學派之義理，不能全以孔子思想視之。」3。以此，似主張孔子學過並傳過《易

經》，但應與《大象傳》無直接關係。 

林義正先生亦認為學易、傳易、贊易、作易，為由弱至強之不同關係，並主

張孔子學過《大象傳》的前身，《易象》4，並贊《大象傳》。至於〈彖傳〉，〈小象

傳〉，則為孔子所著5。 

李學勤先生雖主張《易傳》為孔子所作，但引金景芳語曰「《易傳》十篇基本

上是孔子作。但裡邊有記述前人遺聞的部份，有弟子記錄的部份，也有後人竄入

的部份，脫文錯簡還不計算在內。」6。也就是說，即使是孔子前或孔子後的著作，

只要是孔子所認同的，或傳授的，都可以算是孔子所作。 

 
1 參考金景芳《周易全解》；呂紹綱《周易闡微》；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郭沂《郭店竹簡與先

秦學術思想》。 
2 參看黃沛榮《易學乾坤》〈孔子與周易經傳關係〉，頁 157-210。 
3 同上，頁 184。 
4 有關《易象》之討論見下節。 
5 參看林義正《《周易》、《春秋》的詮釋原理與應用》頁 141。 
6 見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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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以上諸說，本論文以為，《易傳》與孔子之關係，以及是否為孔子所著等

問題，學者之間的確有極大的歧見。做為歷史考證問題而言，此或有繼續探究之

必要。但就易學研究而言，應追問的是“為什麼要探討這個問題？＂以及“這個

問題帶來什麼影響？＂。顯然的，“大象傳是否為孔子所作＂之問題，除了感情

上的期待外，亦有人可能會以此命題的答案，作為支持某些主張的證據。 

本文以為，此命題既然有極大的爭議性，實不宜視之為理所當然，而作為支

持某些主張的證據。也就是說，在沒有充份證據顯示答案的正確性，或充份回答

質疑者之問題之前，不宜率爾將《大象傳》為孔子所作或不為孔子所作視之為真

理，而有所推衍主張。例如，以此斷言《大象傳》為儒家之作，或視《大象傳》

與《論語》之間有必然的內部聯繫，或因此而視《大象傳》為聖人之言，不容有

所懷疑批判等。因為這樣都是不健康，不理性的，流於獨斷的討論方式。 

７．２大象傳之著作年代問題 

若不預設《易傳》為孔子所作，則《大象傳》的著作年代有很大的討論空間。

現代學者較普遍接受的看法為，《易傳》成書於戰國時代，且非一人一時之作。至

於各篇著作年代問題，大約以〈彖〉、〈象〉較早，〈文言〉、〈繫辭〉次之，〈說卦〉、

〈序卦〉、〈雜卦〉最晚7。 

但亦另有持他說者。如郭沂主張，《大象傳》成書於孔子之前8；李鏡池主張《大

象傳》大概作於秦漢之間9。雖然眾說紛紜，但大體上是同意《易傳》諸篇的成書

年代是應該分別討論的。本論文認為，就《大象傳》成書年代之討論，有下述四

項議題值得探究，以作為研判之依據。 

７．２．１《易象》問題 

《左傳》記「（昭公）二年春，晉侯使韓起來聘。」，曰「二年，春，晉侯使

 
7 參考戴璉璋《易傳之形成及其思想》，頁 10。 
8 參考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頁 280。 
9 參考李鏡池《周易探源》，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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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宣子來聘，且告為政，而來見，禮也。觀書於大史氏，見易象與魯春秋，曰：

周禮盡在魯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段記載，引起有關《易

象》之相關討論，尤其是與《大象傳》之關係討論。 

韓宣子奉晉侯之命，出使魯國。在魯大史處參觀魯國藏書。“魯春秋＂即魯

史。晉卿韓起不曾見過魯國之歷史記錄，故而發出贊嘆，是可以理解的。然而“易

象＂為何？讓韓宣子贊嘆者為何？ 

既云觀書，“易象＂當為書無疑。《易經》當時列國俱有，《左傳》亦多晉國

占筮之例，韓起當不至於魯大史處始觀之而贊嘆。且贊嘆的內容為「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與“周公＂，“德＂，及“王＂大有關係。 

是以，李學勤先生主張「在《易傳》成書之前，己存在有類似的講卦象的書

籍，供筮者習用。這種書是若干世代筮人知識的綜合，對《易》有所闡發，是後

來《易傳》的基礎。」，「韓起讀到《易象》、《魯春秋》二書，便想到周朝的建立

和周公的功業。《周易》與文王有關，在傳這段記載是一條很重要的證據。」10

廖名春先生則明白主張《易象》即《大象傳》，他的解釋是11： 

第一是名稱一致，司馬遷稱“孔子晚而喜《易》，序彖象說卦文言＂，此象

亦可稱為《易象》，它與左傳所載之《易象》名同，絕非偶然。第二是內容

有關。所謂“周公之德＂，“周公之所以王＂，就是敬德保民，謹慎戒懼

的思想，認為“天命靡常＂．．．．這些思想在《大象傳》中盈篇累牘，

如“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以恐懼修身＂，“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等等。 

林義正先生亦認為《易象》是《大象傳》的前身。其說如下12： 

通行本的〈大象傳〉符合《左傳．昭公二年》韓宣子觀書於魯太史氏所見

之《易象》，它是魯太史顯揚「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的著作，通行本的

〈大象傳〉完全是在八經卦取象的基礎上，指出君子、先王、后、大人等

領導階層如何觀象修德，觀象行事的王室法典，當是孔子以前的作品。 

 
10見李學勤《周易經傳溯源》，頁 62，63。 
11見廖名春《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頁 105。  
12見林義正《《周易》、《春秋》的詮釋原理與應用》，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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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亦有持反對意見者，如高亨認為《易象》為周禮之書。而《象傳》兼有

儒法兩家思想，其中無“周禮＂字樣，其實質不同。況且魯昭公二年，孔子僅十

二歲，此時儒法兩家思想尚未形成，不可能有反映儒法思想的《象傳》13。 

高亨之說有些疑點。為何《象傳》無“周禮＂二字就不是《易象》？以及為

何認定《象傳》必是在儒法兩家思想形成之後而作？由於本論文不認為《大象傳》

有法家思想14，故對高亨之說存疑。 

綜合以上，可知《易象》即《大象傳》，或《大象傳》之前身，實為一合理之

推測。 

７．２．２“后＂字之使用 

《大象傳》中有三次以“后＂稱呼君主。分別為泰卦之「后以財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復卦之「商旅不行，后不省方」；及姤卦之「后以施命誥四方」。

三次使用的場合，其對象分別為“天地＂，“方(邦)＂，“四方＂。故知“后＂之

身分，相當於“王＂或“天子＂。 

孔穎達《周易正義》於泰卦注曰「后，君也。」；「此卦言“后＂者，以不兼

公卿大夫，故不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不得直言先王，欲見天子諸侯，俱是南

面之君，故特言“后＂也。」此以“后＂為“君＂，並認為后為諸侯，為一國之

君，而非天子。然而，即是諸侯，應以保其國之社稷為主，何以曰“輔相天地＂、

“省方＂、“誥四方＂？ 孔氏之說於此大有疑點。 

廖名春先生同意“后＂為“君＂的說法，但主張“后＂即“王＂之古稱，曰15： 

稱君為后來源頗早，后係母社會之酋長，乃一族之始祖母，以其有繁育子

孫之功，故以毓尊重之，後世承此尊號亦稱君長為毓，典籍皆作后。甲骨

文中，殷之先公先王皆稱為毓（后）。所謂“后祖乙＂，“后祖丁＂皆商王

之謂。．．．《復．大象》之“后＂與“先王＂並稱，顯屬古義，與甲骨文

稱先王先公為后同。這種用法，後世以漸被遺忘。 
 

13參見高亨《周易大傳今注》，頁 7，8。高亨於此，並不區分大小象傳，故合稱為《象傳》。 
14參見本論文６．５．３節。 
15見廖名春《周易經傳與易學史新論》，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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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此證明，《大象傳》淵源之古遠。二者相較，以“后＂為“王＂之說，似

較符合大象傳“后＂字的用法。由此亦可旁證《大象傳》成書時代，當在“后＂

與“王＂通用之時。 

７．２．３“仁＂字之使用 

本論文６．４．３節有關《大象傳》之“仁＂概念的討論，論及大象傳思想

中確實蘊有“仁＂的價值意識。唯不可解者，在《大象傳》中並未使用“仁＂字。

若該書有此意識卻不予明說之，除非另有禁忌，否則極有可能成書之時，“仁＂

概念尚為被正式提出，“仁＂字尚未被普遍使用。 

“仁＂概念之提出為孔子之重要創見，此論應無異議。以此推之，《大象傳》

當作於孔子之前。孔子之前之文獻如《詩經》及《書經》等，均罕言“仁＂。詩

經中僅見二次，分別為「巷無居人。豈無居人、不如叔也、洵美且仁。」16及「盧

令令、其人美且仁。」17。書經部份則五見，分別為「克寬克仁，彰信兆民」18；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19；「雖有周親，不如仁人」20；「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亂略」21；及「予仁若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22。 

《詩經》部份，觀其意旨，“仁＂之使用，二次均為讚美男子的形容辭。《書

經》部份如「克寬克仁」似有道德意涵。但《書經》多偽，古人如惠棟便直言「棟

案：言仁、言性、言誠，皆見偽《尚書》，其不可據也明矣。」23。 

以此，“仁＂字用來談論德行，應自孔子始。《大象傳》思想中蘊有“仁＂的

價值意識，其所以未使用“仁＂字描述此意識，最有可能的原因當在《大象傳》

成書時，“仁＂字尚未被用來描述德行。也就是說，《大象傳》成書於孔子之前。 
 

16 《詩經》〈鄭風．叔于田〉。 
17 《詩經》〈齊風．盧令〉。 
18 《書經》〈商書．仲虺之誥〉。 
19 《書經》〈商書．太甲下〉。 
20 《書經》〈周書．泰誓〉。 
21 《書經》〈周書．武成〉。 
22 《書經》〈周書．金滕〉。 
23 見惠棟《古文尚書考》，釋〈湯誥〉「若有恒性」。收錄於《皇清經解》（《學海堂經解》），卷三百

五十二，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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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４有關「思不出其位」 

《大象傳》艮卦曰「君子以思不出其位。」。對照《論語．憲問》「子曰：不

在其位，不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不出其位。」。此二語內容近似而出處不同，

孰為先後，屢有爭議。今試就語意與言說之背景分析如下： 

論語此段為孔子及曾子，就同一概念的發言。孔子與曾子，不論就人倫關係，

學術地位，及社會身份而言，自當是孔子為尊而曾子為卑。相同的一個概念，孔

子（尊者）發言後，罕有曾子（卑者）就同一議題再發言之理。除非，曾子要引

經典來印證或附合，而且這個印證的經典，也應是孔子所接受的。儒家文獻充滿

了這樣的例子。例如《禮記．緇衣》，通篇每章前段為子曰，後段必引《詩經》或

《書經》印證，甚或亦有引《易經》印證者24。 

以此觀之，曾子於“子曰＂之後，引《大象傳》語印證之，似為合理。反之

若此為子曰「不在其位，不謀其政」之後，曾子再發之議論。且於日後，學者著

《大象傳》艮卦時，不引孔子語，曰「君子以不在其位，不謀其政」，反引曾子語，

曰「君子以思不出其位。」。似有崇曾子而貶孔子之嫌，大不符孔子與曾子應處之

地位。 

循此思路當知《大象傳》之語在前為宜。也就是說，《大象傳》應成書於曾子

之前。此亦可作為孔子讀過《大象傳》，且接受《大象傳》之旁證。 

綜合以上四項討論，可知“大象傳成書於孔子之前＂是一個合理的說法。其

理由有三：(一）有書名《易象》者，成書於孔子之前，書名及內容與今之《大象

傳》相契。（二）《大象傳》用“后＂，及未用“仁＂，顯示其文字使用的時代在

孔子之前。（三）基於「思不出其位」原出處之合理性討論。 

 

 
24《禮記．緇衣》第二十五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不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

龜筮猶不能知也，而況於人乎？．．．..．．．《易》曰『不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

吉，夫子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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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大象傳與儒家之關係問題 

近代學者大體上，雖然不再認為易傳為孔子所作，但仍認為易傳出自儒者之

手，為儒家義理之闡揚。而易傳之中，又以《大象傳》因多談“德＂與“君子＂，

故最被認為顯示易傳與儒家淵源之代表。本論文６．５節的討論中，亦指出大象

傳思想多與儒家思想相契合。但是，《大象傳》的內容真的出自儒家之手嗎？是否

有其他的可能？以下對此問題做一些分析及討論，並提出一些新的論點。 

７．３．１、周公，孔子與原始儒家 

《漢書．藝文志》雖有儒家出於司徒之說25。但真正為儒家學說奠基，而為儒

家之創始者，當為孔子無疑。故孔子之前，或有儒者，應無儒家。以六藝教人者

或許不始於孔子，而以六藝教一般人卻是自孔子始26。將教育從貴族的專利，普及

到一般人，始自孔子，也是原始儒家一項非常重要的成就。孔子教育目標，當在

將一般人，而非僅限貴族子弟，教育成政治家或學者。但最重要的是，成為德行

良好，有道德感的人27。故儒家學派之出現，其及成員骨幹，當在一般平民而非貴

族。 

孔子身處於春秋未年。在那個綱紀紊亂，騷動不寧的時代。雖說“禮壞樂

崩＂，原有社會秩序及文化正在崩解凋零，但仍去古未遠。孔子對西周盛世的文

物制度當有深刻的認識及感受，並對禮樂制度的創建者及推動者，周公，心懷仰

慕。所以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8及「久矣吾不復夢見周公。」29之嘆。所

謂「齊一變，至於魯；魯一變，至於道。」30，孔子心目中理想政治的“道＂，與

 
25《漢書‧藝文志》「儒家者流，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六經之中，

留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26馮友蘭《孔子在中國歷史中之地位》，燕京學報，1927(02)。 
27《論語．先進》「德行：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路。

文學：子游，子夏。」將孔門弟子分為德行、政事、言語、文學四科，並舉其傑出者。四者以德行

為首，政治、外交及學術居次。 
28《論語．八佾》。 
29《論語．述而》。 
30《論語．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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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現實社會的“齊＂，中間還有一個與周公有關的“魯＂。在討論孔子與原始

儒家時，不能忽略周公或周文對孔子的影響。陳來先生於《古代宗教與倫理-儒家

思想的根源》導論中，對原始儒家與西周文化的傳承，做了總括性的描述31： 

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所發展的那些內容，不是與西周文化及其發展方向

對抗，斷裂而產生的。在孔子與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氣質方面，與西周

文化及其走向有著一脈相承的連結關係。正如楊向奎先生所指出「沒有周

公就不會有傳世的禮樂文明．．．以禮樂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傳，春

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禮為內容的儒家思想。」 

就本質上來說，“周文＂即周公以開國大政治家的高度，為周朝之立國及統

治建立的思想及制度。這套思想及制度，大致上包括了封建，禮樂，及天命觀三

個面向。在封建方面，建立了以血緣為基礎的貴族制度。在禮樂方面，以禮制、

儀式來確立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以及天與人之間的尊卑關係及社會秩序。

在天命觀方面，則確立了政權來自天命，而天命靡常，唯以天子之德為考量。 

孔子承繼周文，配合時代的變遷，作了一些必要的調整改進。面對諸侯相互

征伐，貴族流落民間，孔子致力於教育的平民化，在“德＂與“位＂之間，強調

德而不再強調位。面對禮制的崩壞，則提倡以仁代禮，由普遍存在於人內部的

“仁＂心，來重新訂定人倫規範。在天命觀方面，亦將天命的對象，自君主獨有

中，開放到對所有人，每個人都可有天所賜的命定及使命。 

７．３．２、大象傳之德 

《大象傳》多論“德＂。“德＂亦是《書經》中最重要的概念之一，尤其是

〈周書〉中，如“敬德＂、“明德＂等，是極常出現語詞32。唯考察“德＂的意義，

可以發現，早期文獻中所肯定的“德＂及具體德目，大都體現於政治領域。或者

說，早期的德，大都與政治道德(Political Virtue)有關33。 

 “德＂通“得＂，“德＂依其文理脈絡，可解釋為“先天所具之秉賦＂或

 
31見陳來《古代宗教與倫理-儒家思想的根源》，頁 16。  
32《書經．周書》“敬德＂出現八次，“明德＂出現五次。 
33見陳來《古代宗教與倫理-儒家思想的根源》，頁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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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培育之能力＂。即便在《論語》中，“德＂字之使用，亦未必全作德行或

倫理道德解釋。例如「為政以德」34，朱注「德之為言得也」。其他如「天生德於

予」(論語．述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論語．顏淵)等，“德＂字之使

用，均可當作“秉賦＂ 或 “能力＂解釋。至於今日我們所熟悉的“道德＂一詞，

在儒家要到《荀子》書中方才出現，並逐漸被賦予及使用在有關倫常日用之實踐

能力方面，儒家色彩濃厚的概念上。 

《大象傳》六十四卦中，其後段格言部份，論及德者凡十五卦。約占總數四

分之一，出現頻率可謂甚高。其內容分別為： 

坤 ：君子以厚德載物。 

蒙 ：君子以果行育德。 

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否 ：君子以儉德辟難，不可榮以祿。 

豫 ：先王以作樂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 

大畜：君子以多識前言往行，以畜其德。 

坎 ：君子以常德行，習教事。 

晉 ：君子以自昭明德。 

蹇 ：君子以反身修德。 

夬 ：君子以施祿及下，居德則忌。 

升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漸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節 ：君子以制數度，議德行。 

其中豫、蠱、夬、節四卦，很明顯的，是統治者的政治德行。而蒙、小畜、

否、大畜、坎、漸等卦，多是談處世或學習的態度或能力的培養。談及品德要求

者，有坤、蒙、大畜、蹇、升等五卦。但所述之內容，如厚德、育德、畜德、修

德、順德等，均僅只是對“德＂的態度，而非未述德行的具體條目。似較偏向《書

 
34 《論語．為政》。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七章 

   170

                                           

經．周書》中的“敬德＂、“明德＂，而非儒家所強調的人倫道德。 

７．３．２ 大象傳之君子 

“君子＂一辭，在《易經》、《書經》、《詩經》中均有出現，並常與“小人＂

對稱。《易經》卦爻辭中，“君子＂出現十九次，其中與“小人＂對舉者六次35。

“小人＂另與“大人＂、“大君＂、“公＂、“高宗＂等對舉各一次。由此以及

爻辭內容可以推知，在《易經》中，“小人＂係指庶民，或位階較低者。而“君

子＂則與“大人＂、“大君＂、“公＂等類似，為統治階層的王公貴族。由於《易

經》咸認為是西周早期的作品，故可斷言，最早出現的“君子＂一詞，應指王公

貴族等社會地位較高者，而無關乎人格品性。 

《書經》部份，若以《今文尚書》為據，“君子＂出現四次，均指君主或有

官位者。《詩經》中，“君子＂出現一百八十四次，用法上較多元化，除了指在上

位之王公貴族外，亦可指夫君，男子美稱，或指品德高尚者。 

《論語》之中，言及“君子＂者凡一百零七次，有論德者，有論位者，有德

位兼論者。而其中論德不論位者八十六次，佔絕大多數。 

以上可知，基本上，孔子之前“君子＂之稱，以位為主，主要指統冶階級之

王公貴族。至孔子之時，“君子＂之稱方以德為主，主要指有品德者。孔子以後

的儒者，亦是以德為主，並在《孟子》、《荀子》、《禮記》儒家經典中廣泛出現，

因而成為儒家思想關心的焦點。36

《大象傳》以君子為對象者，六十四卦中佔五十三卦，占絕大多數。剩下的

九卦中，對象為先王者七卦；對象為后者三卦(復卦同時有先王及后）；對象為大人

者一卦；另有一卦則僅言在上位者，而未言及其身份(剝卦「上以厚下安宅」)。也

 
35分別為：觀卦「初六 童觀。小人無咎，君子吝。」；剝卦「上九 碩果不食。君子得輿，小人

剝廬。」；遯卦「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也。」；大壯卦「九三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

羝羊觸藩，羸其角。」；解卦「六五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革卦「上六 君子豹變，

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36有關《易經》、《書經》、《詩經》、《論語》之君子觀，主要參考林義正《孔子學說探微》〈論孔子

的君子概念〉，頁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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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除君子外的其他九卦，明顯地係為以統治階層為典範而說的。 

至於以“君子＂為對象的五十九卦中，參考６．３．３節之〈後句分類簡表〉，

其中有二十七卦是談政事的，也就是說，約有一半的格言是以統治階層為對象而

說的，此之“君子＂必須是有位者，而非僅是有德者者。此與《論語》、《孟子》、

《荀子》、《禮記》等典型儒家著作確有顯著之差別。 

其中論談及品德修身者，即６．３．３節之〈後句分類簡表〉中，有關品德

之進德及修業類的，僅見乾、坤、大畜、坎，蹇、益、升、兌等八條。另其他二

十四卦只是有關信仰、處世或生活態度方面的建議，似於無關乎德或位。而在此

八個品德修身格言中，很難說是否一定是針對統治階層而說的。當然，對統治階

層有益的修身箴言，應該也適合平民百姓。也就是說，在五十九則論及君子的格

言中，實無法找出一條是針對有德而無位之君子說的。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說，《大象傳》所謂的“德＂及“君子＂，未必就是

儒家心目中所認同的“德＂及“君子＂。亦可以解釋為孔子之前的周文化中，所

論及的“德＂及“君子＂。 

就算是我們把《大象傳》中的“德＂及“君子＂解讀為儒家概念下的“德＂

及“君子＂，是否就可以認定《大象傳》為儒家作品呢？答案恐怕仍然是否定的。

因為我們要下這樣一個結論之前，應先對“儒家＂的核心精神給予必要的討論。

若《大象傳》的思想內容，符合此核心精神，則比較可以說是儒家的著作，而不

應只是從一些語彙上斷定。 

７．３．4、儒家核心概念 

孔子為儒家之創始者，繼承了周文的精神而賦予時代的創新。在理論演變上，

試圖把外在的、強制性的禮儀規範，轉化為內在的、自覺的道德規範37。此對社會

 
37李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論．孔子再評價》頁 17「把『禮』以及『儀』從外在的規範約束解說

成人心的內在要求」。 



大象傳之成書、體例與思想研究                                                第七章 

   172

                                           

文明秩序來源作根本轉變，勞思光以「攝禮歸仁」、「攝禮歸義」八字簡括說之38。 

“仁＂為孔子學說的中心，仁是義的基礎，義是仁的顯現39，並以此開展孝、

悌、忠、信等德目。我們可以說“仁＂、“義＂、“孝＂、“悌＂、“忠＂、“信＂

等，俱是儒家特有且極力主張的概念。“禮＂固然也是，但“禮＂的概念在儒家

之前，己經廣泛受到重視，所以不能說是儒家特有的主張。 

以此，我們可以說，“仁＂、“義＂是儒家最核心的概念，“孝＂、“悌＂、

“忠＂、“信＂俱是此概念下具體的實踐德目。或者，我們可以說，儒家之作或

多或少應該要談到“仁＂、“義＂、“孝＂、“悌＂、“忠＂、“信＂，否則很

難認定是儒家的作品。也就是說，我但可以經由“仁＂、“義＂、“孝＂、“悌＂、

“忠＂、“信＂等字之使用，判讀《大象傳》出自儒家之手的可能程度。 

經由簡單的計算，筆者發現，在《大象傳》文本之中，“仁＂、“義＂、“孝＂、

“悌＂、“忠＂、“信＂出現的頻率皆為零，也就是從未被使用到。相對的，“禮＂

字出現一次，“樂＂字出現二次。而廣為儒、道二家所樂用的“道＂字，在《大

象傳》文本之中，亦未出現。 

若以核心概念來觀察，將《大象傳》認定為儒家作品是甚為牽強的。當然，

也不宜認定為道家的作品。但我們若將“禮＂，“樂＂視為周公的代表，則《大

象傳》更像是周公至孔子之間，儒道未分之前的作品。本章７．２節討論，也支

持這個說法。 

從表面上看來，《大象傳》似乎是儒家的。但經由以上的分析，《大象傳》作

為儒家作品的證據是十分薄弱的，而且完全不見儒家核心概念的宣揚。我們只能

說，儒家並非憑空產生的，孔子繼承周文的制度和精神，並給予新的理論，因而

創造了儒家的新生命力。儒家的內容中，本來就蘊含了周文。以此，我們或可以

說《大象傳》蘊有儒家精神，但不宜說《大象傳》為儒家的作品。 

 
38勞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頁 108-118。 
39同上，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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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運動的例子。籃球是球，籃球的核心精神是將球投入籃內。當有人在

把玩一顆球的時候，即使那顆球是籃球，我們也不宜說他在玩籃球。只有當他有

將“球＂與“籃＂做連繫的念頭時，我們才能說他在玩籃球。 

同樣的，《大象傳》或許使用了一些己被儒家接受的詞彙，例如“德＂、“君

子＂，但《大象傳》並未表達儒家之所以成為儒家的核心概念，如仁義等。或許

經由詮釋上的努力，可以找到《大象傳》中所隱含的儒家核心概念。但那畢竟是

經由詮釋者的理解，而不宜視之為《大象傳》作者的本意。 

參考前述大象傳早於孔子之說，本論文主張，《大象傳》有可能著於儒家思想

形成之前。大象傳之思想與儒家思想均繼承周文之精神，故思想相通。但不支持

《大象傳》為儒家著作，亦不認同必須以儒家思想詮釋《大象傳》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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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論 

正如第一章前言所述，本論文之研究對象為《大象傳》。期望藉由本研究，能

對《大象傳》之結構形式、體制慣例、詮釋規則等問題進行探討。而最終之目的，

當在探討大象傳所承載的哲學思想。大象傳作者究竟說了什麼？想要說什麼？作

者若在現代，又應該如何說。唯限於研究的時間及論文的篇幅，本論文努力回答

了第一個問題“大象傳作者究竟說了什麼＂，至於第二個及第三個問題，雖力有

未逮，但也算是做了一些奠基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了對大象傳詮釋的歷史回顧，

以及大象傳文本之結構形式，詮釋規則，成書背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尋找一

個較客觀的，詮釋《周易》經傳的方法。於此，本論文運用假說演繹法，先針對

問題，提出解釋問題的假說(預設)，並依假說進行演繹推理，再通過實證檢驗演繹

推理的結論。應用此法，一方面從學者論證的過程中，分析歸納出其預設之立場。

一方面提出自己的預設立場，以作為演繹論證為基點。 

基於此方法，本論文對《大象傳》文本做了三點必要之預設，以做大象傳研

究之前提及起點。這三項預設分別為（一）視《大象傳》為獨立之文本。（二）《大

象傳》與《易經》之直接連繫，僅在於卦名及卦畫。（三）《大象傳》之著作時空

背景為周代華夏文明區域。這三項預設之所以成為預設，亦有三個理由： 

第一：都符合常識，不與經驗或已被普遍接受的知識相違。 

第二：在現階段，尚無法由其他已被普遍接受的知識或事實證成為真，故只能是

假設。 

第三：在論證的過程中有用。 

第三點尤其要進一步說明。若不視《大象傳》為獨立之文本，而採傳統觀點，

視之為《易傳》中之一篇，則在文本詮釋的融貫性上，勢必遭受到極大的困難。

或是糾纏不清，或是混沌不明，或是自相矛盾莫衷一是。例如，在卦旨的詮釋上，

同是履卦，〈彖傳〉有〈彖傳〉的詮釋，〈序卦〉有〈序卦〉的詮釋，〈雜卦〉有〈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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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的詮釋，而孰者為是？詮釋者往往只得含混其辭，或以一己之立場，獨斷其

義。再者，若《大象傳》與《易經》連繫不及卦畫及卦名，則視《大象傳》可僅

只是格言集，大是貶低大象傳在易學中的地位。反之，若其連繫超過卦畫及卦名，

則又與《易經》卦爻辭瓜葛相連，終將被迫與爻辰、爻位、陰陽、五行、互體、

卦變等諸說糾纏，以致原意盡失。至於將著作背景限定在周代的中國北方，主要

是為了第五章對《大象傳》六十四卦作詮釋時的需要，以使在說人對環境的感受

上，有較具體的時空落腳之處。 

除了此三預設之外，其他的地方就儘量依文本，讓文本自己說話，以維持立

論的客觀性。經由上述努力，本論文之研究至少有下列三點成果。 

一、對大象傳的著作體例提出“四轉換＂說 

前賢說大象傳，或是引入太多易學理論，以致說得十分繁瑣，如朱震。或是

堅持儒學道德取向，以致說得十分教條，如程頤。本論文第四章所提的四轉換說，

說明大象傳如何將卦畫，經由四次轉換，而導出前句，並結合卦名，導出後句。

對於轉換的規則，亦完整列出，清楚定義。並且在第五章，依此四轉換規則，對

六十四卦逐一驗證。以確定此四轉換說的正確性及適用性。 

此“四轉換＂說亦反映了，只要將前提（預設）定義清楚，《周易》經傳的文

本詮釋，或許可以不需要說得那麼繁瑣，那麼含混。本論文以為，在弄清楚文本

原初的意思後，當然可以再在原基礎上另作義理發揮。或採儒家的詮釋進路，或

採道家的詮釋進路，或另立新說，都會說得比較清楚。但首先，要以比較客觀的

方式，探討作者的原意。 

二、對大象傳成書年代提出早於孔子說 

有關大象傳成書時代問題，近代學術之討論上常見有兩個盲點。一是堅持傳

統孔子作十翼之說，先持立場，再論證據。一是對舊傳統持批判態度的疑古說，

對歷史記載及傳統學說多表示懷疑甚至否定。本論文排除上述二盲點，完全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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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象傳》文本內容的理解，及相關證據的討論，提出大象傳早於孔子說。並

舉出四個佐證，即（－）左傳：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二）大象傳：后字之使用。

（三）大象傳：仁字之使用。（四）論語：思不出其位。其中，(一）與（二）整理

自相關文獻，（三）及（四）則多為本論文之創見。 

《大象傳》成書早於孔子的主張，對於孔子之前的人文及易學思想研究，或

可提供參考，或可引為旁證，應是具有某種程度上的啟發作用。要特別強調的是，

這只是一種合理的推論，這個推論或可作為某些研究的預設，但並不因此而作為

否定其他主張的依據。 

三、對大象傳的思想內容提出周文說1

本論文第六章對《大象傳》文句，進行分類及交叉分析，以求對其思想內容

能有較深入的，較整體性的掌握與理解。並以此對大象傳的天概念，仁概念，及

所蘊含之儒、道、法思想進行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大象傳在天概念及仁概念方面的思想，均甚樸質，並不具形

上學或宇宙論的成分，亦無心性論上的思辨。在學派之分析方面，本論文主張，

大象傳的確擁有較多的儒家思想成分，亦有小部份與道家思想相符，但與法家思

想無關。 

以此為基礎，在第七章儒家思想關係之討論中，進一步探討儒家思想的淵源

及本質。發現大象傳思想雖與儒家思想相契，但並未蘊涵有儒家核心概念，並不

具儒家之學派意識。大象傳之德，君子，禮，樂等概念，反而更接近周公所創建

的封建禮樂之教，並多與《詩經》《書經》相契。再輔以前述大象傳早於孔子之說，

本論文主張，《大象傳》著於儒家思想形成之前，大象傳之思想與儒家思想均繼承

 
1
“周文＂一辭一般似無明確之定義，大體上為周公所建的，以禮樂教化為核心的文明。即《論語．

八佾》所云「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中所謂之“文＂。本論文所謂之“周文＂定義於前章７．３．

１節，即「周公為周朝之立國及統治所建立的思想及制度，包括了封建，禮樂，及天命觀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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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之精神，故思想相通。但不支持《大象傳》為儒家著作，應以儒家思想詮釋

《大象傳》之主張。 

本論文對周易《大象傳》之研究，已展現初步成果如上述。在研究的方法上，

亦證實的確有效。今後，當本此方法及精神，對《彖傳》及《小象傳》尋求客觀

理解。其最終目地，當在探究《易經》之原義，以及所蘊思想宗旨之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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