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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計畫擬以訓詁、經學與哲學的詮釋進路，從先秦以迄清代
，依據朱熹《周易本義》《周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二句，尤其著重在「洗心」的「洗」字，西漢文
帝時期《帛書易傳‧繫辭》作「佚」，唐初陸德明（名元朗，約
550-630）《經典釋文》引漢魏以來異文作「先」，而清儒阮元（伯
元，芸臺，1764-1849）《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綜考，曰：「『洗
』，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洗』，京、荀、
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洗心」，晉韓康伯（名
伯，生卒年不詳）注曰「洗滌萬物之心」，唐孔穎達（沖遠，仲達
，574-648）承之云「洗蕩萬物之心」，歷來詮解多從此說。然而
，「洗心」具工夫作用之義，「先心」蘊本體存有之理，「佚心」
則顯黃老思想旨趣，三者同歸一致。因此，本計畫擬以先秦至魏晉
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代至清代為三大階段，並分別透過儒家經
學、道家黃老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與清代考據實學
的觀點，統整考察、分析歸納、比較觀照，聚焦探討先儒義理詮釋
的異同，藉此以檢證《易傳》「方以智」、「圓而神」的通變知幾
妙詣，進而體現宋儒伊川先生程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的《易
》學蘄嚮，貞定「心」學的創生本體。

中文關鍵詞： 洗心，先心，佚心，退藏於密，通幾，圓神。

英 文 摘 要 ： This paper takes a semantic approach to analyze and
contrast the interpretations by scholars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ies, of the sentence “Saints wash the mind and hide
in secrec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 special focus is on
the word xi and xixin . It is written as yi in The Silk
Book Versio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en of Han. Lu Deming
(, ca. 550-630) records it as xian  ‘earlier’ in his
Textual Explanations of Classic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Qing dynasty scholar Ruan Yuan (, 1764-1849) makes a
comprehensive verification in volume 7 of his Book of
Annotations and Verifications of Zhou Yi and says “‘xi’
is recorded the same in the Stone Classic, the Yue version,
and the Min, the Jian, the Mao versions; it is recorded in
The Textual Explanations that ‘’ is only written as xian
in the versions of Jing, Xun, Yu, Dong, Zhang, Shu Cai,
which is the same as in the Stone Classic.” Han Kangbo ()
in Jin dynasty annotates xixin as “the mind that washes
everything”; Kong Yingda (, 574-648) in Tang dynasty
succeeds and interprets it as “the mind that cleans
everything” . However, xixin implies efforts and functions
while xianxin signifies existence of substance. As the
saying goes “The substance and the function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there is no interstice between the explicit
and the implicit,” xixin and xianxin differ in sequence
but in fact have the same origin.

英文關鍵詞： Xi-Xin, Xian-Xin, Yi-Xin, Return and hide to the secret,



Tong-JI, Yuan-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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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0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0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0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第 2 條規
定，研發成果收入係
指執行研究發展之單
位因管理及運用研發
成果所獲得之授權

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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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計

畫

人

力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2 

馬來西亞籍碩士班兼任助

理廖筱慧、鄭凱明兩位同
學 

博士生 1 
馬來西亞籍博士班兼任助

理羅文傑同學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

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

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2018.5.25 星期五搭機前往濟南山東大學，參加韓國首爾：茶山學術文化財團「國際協力研究課

題（Global Research Network Program）：從東亞的經學傳統看茶山丁若鏞的《周易》思想（Tasan 

Cheong Yakyong's Thought of Zhou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st 

Asia）」第二年研究成果發表會，發表會議論文：〈朝鮮正祖李祘《周易講義．總經》君臣對論《易》

學平議〉（Comments about Zheng-Zu Li Suan of Joseon Dynasty to Ask and Discuss the Topics of Yi-jing 

with the Confucians）。會後，於 2018.5.28-5.29 前往曲阜移地研究，拜謁孔廟、孔府與孔林，並考察相

關歷史文物，於曲阜孔林至聖先師陵墓前團隊合影，終圓謁聖心願。賦詩一首紀念：「半教半學半研

遊，全意全心全力謀；一道一儒一釋會，三才三昧三省修。」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一、2018.5.25 星期五搭機前往濟南山東大學，參加韓國首爾：茶山學術文化財團「國際協力研

究課題（Global Research Network Program）：從東亞的經學傳統看茶山丁若鏞的《周易》思想（Tasan 

Cheong Yakyong's Thought of Zhou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st 

Asia）」第二年研究成果發表會，發表會議論文：〈朝鮮正祖李祘《周易講義．總經》君臣對論《易》

學平議〉（Comments about Zheng-Zu Li Suan of Joseon Dynasty to Ask and Discuss the Topics of Yi-jing 

with the Confucians）。會中，賦詩一首紀念：「第一經原蘊變常，二元貞定燮柔剛；屆臨大有中孚賁，

東震同人既未彰。亞道三才今古貫，易心八卦外中襄；學方深廣通幾妙，國體殊分類物臧。際遇緣逢

裁輔茂，研思志達合和光；討論縱橫終始煥，會宗體用泰豐長。」 

 

    二、第三屆中國四庫學高層論壇 5 月 12-13 日在杭州之江飯店圓滿開幕、閉幕。本屆論壇歷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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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半，與會學者提交的高品質論文，彰顯著四庫學研究已取得了長足進展。5 月 12 日開幕式上的大

會主旨發言是本屆論壇的精彩環節，上半場時間，筆者以〈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考述較論〉為發

言題目，首先就《四庫提要稿》的典藏歷史、撰寫時間、體例與內容加以考述探討；其次，以《經

部‧易類》為例，對《四庫全書》著錄者 22 種、存目著錄者 61 種，以及未見著錄者 2 種，製表歸納

對照比較。筆者認為，基本上《總目》提要以《翁稿》為底本，再從中修潤增損、統整體例，並非別

有撰稿。《翁稿》俱存，其分纂提要的心血，功不唐捐，一則以證總纂官總成董理之功、定奪取捨之

權；二則可就歷史及文獻事實，開張翁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貢獻，以貞定其地位與價

值。5 月 13 日星期日上午，作為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原本的保藏單位，浙江圖書館在三樓閱覽室

特意開闢專門的展覽空間，展出文瀾閣本庫書的珍貴原本，供與會專家學者觀摩。面對玻璃櫥窗裡歷

經滄桑的文瀾閣本庫書，專家學者們爭相圍觀，細細研讀，激動之情溢於言表。筆者第一次來杭州，

非常期待觀摩文瀾閣本《四庫全書》，能有機會對比之前看過的版本，找到新的發現。會中，抽空至

西湖孤山「印學博物館」、「西泠印社」等名勝古跡參觀遊覽，滿載而歸，不虛此行。謹賦藏頭詩一首

為此行紀念：「杭城雅會萃風流，州里梧桐袤綠油；第一天堂江浙媲，三年館閣典型收。屆期少長群

賢至，中道窮通眾志裒；國寶無雙寰宇絕，四時有數聖功悠。庫藏富美知幾測，學問淵深致遠鉤；高

理縱橫虛實證，層思跌宕古今求。論說平議乾坤定，壇坫輔裁德業謀；禮士崇文彬蔚事，讚揚歌頌鑄

春秋。」 

 

    三、2018.4.20-23 應邀至河南鞏義參加中國杜甫研究會主辦、鄭州成功財經學院杜甫研究所與鄭

州大學文學院承辦：「詩聖杜甫與中華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以下為參會頌歌：「河洛溯流亙古

光，南來北往寶歸藏；鞏風山水凝丹碧，義氣雲天挹芬芳。詩賦性靈鍾韻律，聖吟肌理秉彝常；杜思

邃密文豐楙，甫志涵弘德晉昌。與應三才忠恕貫，中庸六合智仁揚；華篇俊逸彬彬盛，詩集真淳郁郁

香。學達誠明和萬物，國存憂患靖九邦；際逢緣遇欣尚友，學嚮神交禮雅堂。術業經綸融體用，研析

薈萃闡圓方；討原窮委同切磋，會意鉤深共辨章。頌讚裁成輔相樂，聲聞遠播道隆康。」會後參觀詩

聖杜甫故居、石窟寺，鄭州大學圖書館與校史館；復前往洛陽拜謁龍門石窟，考察歷史名勝古蹟等。

又賦步詠敬和葉觀瀾先生〈杜甫詩會四章〉：一、效顰「茶」字謎一則原韻——期頤益八壽人間，一

葉二心佛指前；先苦後甘回味永，絪縕造化岫嵐泉。二、追步〈情寄詩聖故里〉原韻——中原祖望豫

西東，燕翼詒謀道不空；聖史詩心光宇曜，千秋德業體仁翁。 三、敬步〈眼兒媚：人文茶道〉元玉

——脫俗清新舞心眉，道韞妙幽微。茶禪一味，逍遙坐忘，穆穆龢杯。 渾成四品安斟酌，陶醉意遄

飛。簫琴雅樂，春風雨詠，縷縷詩菲。四、步和〈浣溪沙：調寄詩聖杜甫〉元玉——幾度流離幾度

風？靜觀憂患透天紅。屯邅蹇困草堂翁。 歷盡滄桑生死劫，終歸鄉梓聖神公。乾坤久大傲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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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至清儒詮釋「洗心退藏於密」異同析論 

賴貴三** 

（收稿日期：107 年 1 月 31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5 月 4 日） 

提要 

本文以訓詁哲學的詮釋進路，從宋元明清四代儒者針對《周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二句，探討析論並比較對照箇中義理的異同，尤其著重在「洗心」的「洗」字，西漢文

帝時期《帛書易傳．繫辭》作「佚」，唐初陸德明（名元朗，約 550-630）《經典釋文》引漢魏以來異文

作「先」，而清儒阮元（伯元，芸臺，1764-1849）《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考曰：「『洗』，石經、岳本、

閩、監、毛本同。《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東晉韓康伯（名伯，

生卒年不詳）注「洗心」曰「洗滌萬物之心」，唐孔穎達（沖遠，仲達，574-648）承之云「洗蕩萬物之

心」，歷來詮解多從此說。而「佚心」蘊涵回歸、解放的本體境界義，偏於道家的「無為」、「自然」；「洗

心」具滌淨、修養的工夫作用義，偏於儒家的「有為」、「常心」；「先心」則寓本體存有之理，「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先後雖有別，實則同歸一致，本文因以證詮《周易》方知（智）、圓神的通幾妙詣。 

 

關鍵詞：洗心、先心、佚心、方以知、圓而神、退藏於密 

 

一、前言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筆者客座講學於韓國外國語大學期間，造訪安東陶山書院、屏山書院

與全州、濟州鄉校等傳統教育園地時，常見有「洗心臺」設施，十分歡欣喜悅，樂親潤澤；又曾誦讀韓

儒金時保《茅洲集‧洗心臺歌》「洗心臺洗心臺，北鄰我家青楓溪」詩句，表現出「洗心臺賞春」的天

地生機、自然氣象；以及丁若鏞（茶山，與猶堂，1762-1836）《茶山詩文集‧夏日遣興》： 

 

仁王斜抱洗心臺，玉輦看花歲一回；雲擁翠微開幕次，水流芳澖泛觴杯。李嬪宮靜垂疎柳，徐氏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易傳》『洗心』義理詮釋研究——從先秦到清代的考察比較析論」（計畫編號：106-2410-H-003 -095 

-）部分研究成果，復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謹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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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深映遠梅；咫尺揮毫稱獨步，幾回天語獎菲才。 

 

此詩描寫景福宮中的「洗心臺」，以及宣禧宮暎嬪李氏所居環境的生動幽雅、逸致閒情。2016 年 1 月 22

日至 31 日，前往東京大學移地研究期間，在上野公園內清水觀音堂、不忍池東叡山寬永寺辯天堂，手

水舍下皆見有「洗心臺」；尤其，在鎌倉高德院大佛前門內，所見「洗心臺」，清淨雅致，留下深刻的美

好印象。1因此，研讀《周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這段文字時，在身心

靈上特別有所感受，於是研思此一論題，以深化體悟領會。2 

二、「佚心」、「洗心」與「先心」義理考辨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

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

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此哉？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

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3 

 

上引《周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二句原文，闡發聖人以圓神之蓍德、方知（智）

之卦德、易貢之爻義三事，洗濯其心、澄淨其志，而退藏到最深密之處，吉凶皆與民同患，可知《周易》透過卜筮卦

爻顯微之道，體現出「心寂神感」、「純一警惕」、「開先知來」4的神明境界與事理效應，此下即以「洗心」為核心，進

行考論。 

（一）佚心 

1973 年冬 12 月，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出土了漢文帝前元 12 年（168B.C.）帛書《周易》，

其中有〈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衷〉）、〈要〉、〈繆和〉、〈昭力〉等六篇《易傳》，可說是

目前所見最早的《易傳》版本。以此出土文獻對照傳世本《周易．繫辭上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吉凶與民同患」三句，《馬王堆帛書易傳‧繫辭》「洗」作「佚」、「退」作「內」、「密」作「閉」、

「患」作「願」，5古人書寫傳鈔刊刻時，因字體、筆法、通假、通轉等因素，文字的正訛、雅俗，顯然

會因時代而有所異同。帛書本「洗」作「佚」，雖有可能形近釋誤，而歷代學者亦無以此而為之詮釋，

                                                 
1   案：2016 年 1 月 24 日（星期日），筆者利用假期，一早即從東京上野搭乘火車，一路平順抵達鎌倉，徒步拜謁國寶大佛，進入寺

門後，即見手水舍下之「洗心臺」，正面鐫刻精美漢文，曰：「奉寄進，鎌倉大佛歬（案：古「前」字）。」「盥漱水盤：洗心深澤

水，悅目淨泉盤；寧僽六根穢，但忻行道壇。」「寬延二己巳歲七月日，江戶飯倉猯宂町，伊勢屋忠兵衛。」案：寬延 2 年己巳，

為西元 1749 年。背面同樣鐫刻精美漢文，曰：「光明寺奧院，敕願所。」「師子吼山，清淨泉寺。高德院現位，董譽上人艱國

代。」 
2   對於此一相關課題，目前僅見鄧秀梅撰有明儒〈萬廷言「退藏於密」之易學思想析論〉（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中國哲學學會第 19

屆國際學術會議──中國哲學與當代世界」，2015 年 7 月 22 日），可與此文比較相參，再深化此一論題的研究。萬廷言為明代中葉

「歸寂派」心學家，精研《易》學有得，著作今可見者有《易原》4 卷、《易說》2 卷、《學易齋集》16 卷、《經世要略》20 卷，以

及《學易齋約語》2 卷等。 
3   南宋・項安世：〈夫《易》何為章第一〉，《周易玩辭》（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13，頁 586-587，曰：「新安朱先生以『夫《易》

何為』至『所以斷也』，合為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今從之。此一章，文義相貫續，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統言《易》中有蓍

卦爻之三德；第二節，言始立蓍之人；第三節，言畫爻布卦之法；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今條而析之。」 
4   以上三語檃栝自南宋・朱熹（元晦，晦庵，1130-1200）：《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2013 年），卷之 3，頁 249。 
5   詳參廖名春：〈第五編：帛書易傳釋文・21.帛書繫辭釋文〉，《帛書易傳初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頁 267，以下所徵引

同此。 



 

 
頁 15 

 
  

因此試作考論於下。 

通行本「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廖名春（1956-）《帛書易傳初探．繫辭》釋文作「佚心內

藏於閉，吉凶與民同願」，此與《老子》第四十九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的義理密切浹洽。

「洗心」具滌淨、修養的工夫作用義，偏於儒家的「有為」、「常心」，如通行本《周易‧乾九三》爻辭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的朝乾夕惕；「佚心」，則涵回歸、解放的本體境界義，偏於道家的「無為」、

「自然」，此亦深中肯綮於《帛書易傳》〈二三子（問）〉與〈易之義〉（〈衷〉）「君子終日鍵鍵，夕沂若」
6的因時行止、休養生息義理，也可與《孟子‧告子上》「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放心」，

《荀子‧解蔽》「虛壹而靜」、「大清明」，以及《莊子‧人間世》「心齋」、〈大宗師〉「坐忘」，相懌以解。 

《帛書易傳》出土於楚地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鈔寫時間斷為西漢前期，正值「黃老之學」盛行

的時代，其中涵蘊著不少黃老道家的思想，可以理解。 

（二）洗心 

「洗」，據東漢許慎（叔重，約 58-147）《說文解字》十一篇上〈水部．洗〉，曰：「洒足也。从水先

聲。」清儒段玉裁（若膺，茂堂，1735-1815）注曰：「洒，俗本作灑，誤；今依宋本正。〈內則〉曰：

『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此洒面曰靧，洒足曰洗之證也。洗，讀如跣足之跣；自後人以

洗代洒滌字。讀先禮切。沿至近日以洒代灑，轉同《詩》、《禮》之用矣。」7則「洗」的初文本義為「洗

滌足部」；唐初陸德明（名元朗，約 550-630）《經典釋文．周易音義‧周易繫辭第八》作「洗濯」解，

同許、段釋義，可引申為「清潔」。 

「洗」，又有「新」、「鮮」二義。「洗，新也」，見於《呂氏春秋‧十二紀‧季春》「律中姑洗」與《淮

南子‧天文》「音比姑洗」、〈時則〉「律中姑洗」，東漢高誘（生卒年不詳）注「洗，鮮也」，東漢班固（孟

堅，32-92）編《白虎通‧五行》釋曰：「三月，謂之姑洗何？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

此外，《經典釋文》引南齊劉瓛（字子圭）「洗，盡也」，則「洗心」可作「盡心」，而與《孟子‧盡心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又可觸類引申。因此，由「盥手洗足」的滌身，發展至「去故心」、「就新心」的新心，

而臻「盡心知性知天」的體道，身、心、性、天一貫，下學而上達，意義又更進一層。 

然則，傳世通行本《周易‧繫辭上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解義，最早見於東晉韓康伯（名

伯，332-380）注，曰：「洗濯萬物之心。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於密』，猶

『藏諸用』也。」8其後文「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韓注：「洗心曰『齊』，防患曰『戒』。」

以「齊」9釋「洗心」，義可與《莊子．人間世》「心齋」相通。唐孔穎達（沖遠，仲達，574-648）《周

易正義》承之，疏曰：「聖人以此《易》之卜筮，洗蕩萬物之心；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

善得其吉，行惡遇凶，是蕩其惡心也。」「言《易》道進則蕩除萬物之心，退則不知其所以然；蕩物日

                                                 
6   案：「沂」或釋作「泥」。《帛書易傳‧二三子》：「卦曰：『君子終日鍵鍵，夕沂若，厲無咎。』孔子曰：『此言君子務時，時至而

動，□□□□□□屈力以成功，亦日中而不止，時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務時，猷馳驅也。故曰：君子終日鍵鍵。時盡而止之以置身，

置身而靜。故曰：夕沂若，厲無咎。』」《帛書易傳‧衷》：「子曰：『……君子冬日鍵鍵，用也；夕沂若，厲無咎，息也。』」

「《易》曰：『君子冬日鍵鍵，夕沂若，厲無咎。』子曰：『知息也，何咎之有？人不淵不躍。則不見□□□□□□反居亓□□。』」 
7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569。 
8   句讀本於魏・王弼、東晉・韓康伯著：《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215。案：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

《子夏易傳》，卷 7，《通志堂經解》（臺北：大通書局，1972 年，影印康熙 19 年刻本），釋此句曰：「聖人以之清慮滌思，歸神無形，

然後齊聖體方，與衆民同患其吉凶，則能濟吉凶之患而為來世之範也。非神圓而知其來，知贍而徴諸往，觀天地古今萬物而為一者，

其孰能至此哉？」以「清慮滌思」詮釋「洗心」，實最為古訓。 
9   案：南宋・朱熹《周易本義》作「齋」，「齊」與「齋」古今字，義本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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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不知有功用，藏於密也。」10不論韓注「洗心」為「洗滌萬物之心」，抑或孔疏「洗蕩萬物之心」，

歷來解《易》者多從其說，認為聖人藉由沉思《易》卦，進而滌蕩淨化心靈。 

（三）先心 

「聖人以此洗心」之「洗」作「先」，最早見於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周易繫辭第八》： 

 

洗心：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韓（案：韓康伯），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

「先」，石經同。11 

 

元儒董真卿（季真，生卒年不詳）《周易會通》卷 12，據此復有詳考，曰：「晁氏曰：石經作『先心』。

案：『先』，古文『洗』字。」12明儒何楷（玄子，1594-1645）《古周易訂詁》紹承之，13至清儒胡煦（滄

曉，紫弦，1653-1736）《周易淺述》復承之，14而惠棟（定宇，松崖，1695-1758）《周易述》綜考曰： 

 

「先」，王肅、韓伯讀為「洗」，謂「洗濯萬物之心」。尋古洗濯字皆作「洒」，無作『洗』者。蔡

邕石經及京、荀、虞、董遇、張璠、蜀才，並作「先心」，當從之。15 

 

其後，翟均廉（春沚，生卒年不詳）《周易章句證異》復紹宋儒晁說之（以道，景迂生，1059-1129）與

惠棟之說，云： 

 
「洗」，京房、荀爽、虞翻、董遇、張璠、蜀才作「先」，石經同。王肅、韓伯「先」，讀為「侁」。晁說之曰：

「『先』，古文『洗』字。」惠棟云：「尋古『洗』字，皆作『洒』，無作『洗』者，當從『先』。」16 

 

乾嘉通儒焦循（里堂，1763-1820）《易章句》亦考之曰：「洗，讀為先。心，謂五也；六爻之義先五，聖人以之，

故先心。」17其妻舅阮元（伯元，芸臺，1764-1849）《周易注疏校勘記》卷七，綜本諸家之說，曰：「『洗』，石經、岳

本、閩、監、毛本同。《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18李富孫（薌沚，1763-1843）

《易經異文釋‧五》又詳考之，云： 

 

「聖人以此洗心」，《釋文》云：「『洗』，京、荀、虞（一作『陸【績】』非）、董、張、蜀才作『先』，

石經同。」《集解》引虞云：「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洗心。（惠【棟】校本改作『先心』，經文

                                                 
10  唐・孔穎達疏：《易七》，《周易正義》，清・阮元：《重栞宋本十三經（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據清嘉慶 20 年南

昌府學刊本影印），頁 156。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舊題北魏・關朗撰，唐・趙蕤注《關氏易傳》，唐・呂巖《呂子易說》等，

並同此說。 
11  案：「京」，為西漢・京房（李君明，78-37B.C.）；「荀」，為東漢・荀爽（慈明，128-190）；「虞」，為三國吳・虞翻（仲翔，164-233）；

「董」，為三國魏・董遇（季直，生卒年不詳）；「張」，惠棟作「張璠」（生卒年不詳）；三國蜀・蜀才（范長生，？-318）。 
12  元・董真卿：《周易會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頁 545。 
13  詳參明・何楷：《古周易訂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1，頁 322。 
14  詳參清・胡煦：《周易淺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724。 
15  詳參清・惠棟：《周易述》上冊，《惠氏易學》（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448。清・丁晏（儉卿，1794-1875）《周易解故》於

「洗心退藏於密」下云：「案：陸氏所引謂京房、荀爽、虞翻、董遇、張璠（「番」誤作「香」）、范長生及漢石經所作『先心』，即

先知先覺之義。」詳參《續修四庫全書》第 3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619。 
16  詳參清・翟均廉：《周易章句證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785。 
17  詳參清・焦循：〈繫辭上傳〉，《易章句》，收入陳居淵主編：《雕菰樓易學五種（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年），卷 7，頁

174。 
18  詳參唐・孔穎達疏：《易七》，《周易正義》，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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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先馬」，張晏曰：「《國語》『句踐親為夫差先馬』，『先』或

作『洗』也。」是古「先」字，或作「洗」，故韓伯本作「洗」。 

先、洗，音相近；然諸家及蔡邕石經，皆作「先」。班固〈幽通賦〉云「神先心以定命兮」，當亦

用此《易》文。惠氏曰：「古洗濯字，皆作洒，無作洗者。唯王肅及韓伯作『洗心』，非也。」19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太子先馬」，「先馬，前馬也」，集注引曹魏如淳曰：「先或作洗。」可知「先

馬」即先導前驅馬，《周易集解》引韓康伯即曰「先，讀為洗」，依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讀為、讀曰

者，明假借也」例，則「先」為本字，「洗」為假借字。又據三國吳虞翻（仲翔，164-233）注〈乾九五‧

文言傳〉「先天而天弗違」、〈同人九五〉「先號咷而後笑」與〈睽上九〉「先張之弧」，曰「乾為先」，《廣

雅．釋詁一》：「先，始也。」《淮南子‧修務》「耳未嘗聞先古」，高誘注曰：「先古，謂聖賢之道也。」

清儒王引之（伯申，1766-1834）《經義述聞》云：「作先之義為長，蓋先猶導也。……聖人以此先心者，

心所欲至，而卜筮先知，若為之前導然，猶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也。」20綜合以觀，「先」有前

導、創始義，亦涵乾元、聖賢天人合一之道。 

承上，「聖人以此洗心」，「洗心」謂洗滌、淨化心靈；據《經典釋文》與《周易集解》，虞翻本《易

注》作「先心」，曰：「聖人，謂庖犧。以蓍神知來，故『以先心』。陽動入巽，巽為退伏，坤為閉戶，

故『藏密』，謂齊於巽，以神明其德。」「乾坤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

也。」21虞注聖人指庖犧，則是「先王」；先王庖犧藉助蓍草的神妙先知，透過筮法以預知未來、先導

心志，所以稱「先心」。 

三、宋儒詮釋「洗心退藏於密」述論 

宋儒方聞之（生平不詳）所輯《大易粹言》薈萃伊川先生《河南語錄》、《入關語錄》，橫渠先生《易

說》，龜山楊氏《語錄》、白雲郭氏《易說》諸家，對於「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的詮解。22元儒董真

卿《周易會通》卷十二，集解有「朱子曰」，附錄有「程子語」、「朱子語」，纂注有「張子曰」、「孔氏

曰」、「項氏曰」；23明儒胡廣（光大，晃庵，1369-1418）等奉敕撰《周易傳義大全》引述有「程子曰」、

「朱子曰」、「平庵項氏曰」等家說解，可供觀照參考；24清初納蘭成德（容若，1654-1685）《合訂刪補

大易集義粹言》本之而又增補，集粹有「橫渠先生曰」、「新安朱氏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

「漢上朱氏曰」注詮；25可知宋儒理學思想，影響力的深遠。以下分別二類，以工夫作用與本體存有二

層義涵，條列諸家詮說要義，提供參考較論的文獻依據。 

                                                 
19  詳參清・李富孫：《易經異文釋》（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頁 167-168。案：清・姚配中（仲虞，1792-1844）：《周易姚氏學》

（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14，頁 525-526，「案：『洗』，當作『先』」其下注說，與李富孫考釋相同。 
20  詳參清・王引之：《經義述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卷 2，「聖人以此洗心」條。 
21  詳參王新春：〈繫辭上傳〉，《周易虞氏學》下集，《虞氏周易注今詮》（臺北：頂淵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卷 14，頁

1177-1179。 
22  詳參南宋・方聞之：《大易粹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68，頁 673-

674。 
23  案：此「項氏曰」之「項氏」，為南宋項安世、董真卿《周易會通》所錄「纂注」，詳見於項氏《周易玩辭》，而文字略有異，可相

參校。 
24  詳參明・胡廣等奉敕撰：《周易傳義大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2，頁 638-640。 
25  詳參清・納蘭成德：《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75，頁 797-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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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工夫義詮釋入手 

1.北宋《易》學家 

以下就檢索文獻資料中，分別引述統整胡瑗（翼之，安定，993-1059）、張載（子厚，橫渠，1020-

1077）、程頤（正叔，伊川，1033-1107）、朱長文（伯原，1039-1098）、龔原（深之，1043-1110）、楊時

（中立，龜山，1053-1135）、張浚（德遠，紫巖，1097-1164）與郭雍（子和，約園，1106-1187）八家

《易》說為代表，以見北宋理學家詮釋「洗心退藏於密」由工夫修養入手，以見本體道德的新義。 

首先，「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儒學名師胡瑗在其口述、倪天隱（生平不詳）記錄的《周易口義》中，

即以「洗蕩其心」、「洗蕩其疑心」、「洗蕩其惡心」增字為訓解釋「洗心」的工夫三層義涵，並進而以

「既洗蕩己之心」，「然後可以洗蕩萬物之心」的進程與蘄嚮，將「洗心」的工夫義理說解得十分中肯透

徹，闡發「大《易》之道，至公至正，極天地之理，盡人事之宜」，26允為兩宋理學家詮釋《易傳》「洗

心」義理的最佳引領先聲。 

其次，關中學者張載《橫渠易說》承先賢注義，亦以「洗濯其心」詮解「洗心」，並以為「洗心」

工夫，「能通天下之志」、「能定天下之業」、「能感天下人心」，27不僅能表詮北宋理學家的工夫義涵，也

能扣緊《易傳》義理的最終體用歸趨，曲盡《易》教絜靜精微之奧蘊。 

其三，繼起發揚光大的洛學程頤《二程遺書‧語錄》亦以「洗滌、洗濯其心」義解「洗心」，期許

學者本乎乾坤誠敬之道，即能「教他潔潔淨淨，無纖毫私欲，來污染他」；以「洗心」工夫，而「不說

到同患處，便是自私自利；但云同患，不從那洗心裡來，便是無源無本」，憑此本源工夫：「洗心則虛，

虛則明；同患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而神知出焉。」28如此以「虛、明、公、溥」四進程，詮釋「洗

心」而「神知」的工夫境界，十分清明條達。再者，《二程遺書‧入關語錄》，引程頤曰：「密是用之源，

聖人之妙處。」「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29則與《伊川易傳‧序》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30若合符節，義理密契而浹洽。 

其四、五，《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1 冊，分別收有朱長文《易經解》、龔原《周易新講義》

二家之說，朱氏曰：「此聖人之心，《易》為作《易》之本也。……若以此洗濯其心者。」龔氏曰：「聖

人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有心則有思，有思則與物雜而不清，故洗之，莊周所謂『疏瀹而心』

                                                 
26  詳參北宋・胡瑗述、倪天隱記：〈繫辭上〉，《周易口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986 年），頁 495：「夫大《易》之道，至公至正，極天地之理，盡人事之宜；其吉凶悔吝，皆繫屬於諸卦爻之下，聖人觀之，可以

洗蕩其心。至如萬物有疑，則卜之，是洗蕩其疑心。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洗蕩其惡心也。既洗蕩己之心，然後可以洗蕩萬物之

心也。」 
27  義詳北宋・張載：《橫渠易說》（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頁 236-237：「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

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民。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 
28  引文錄自清・刁包（蒙吉，用六，1603-1669）：《易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986 年），卷 11，頁 533-534，所引「程子曰」，詳載《二程遺書・語錄》：「程子曰：「生生之謂《易》。……《易》畢竟是甚？又指

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

思，當自得之。」又曰：「『聖人以此退藏於密』，『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其言，皆引而不發。竊意蓍卦爻三句，正

為下一句張本，恐人在象數上用，不知在心性上用也。……六十四卦生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畫出誠、敬二字，聖人心裡時時刻

刻，如那揲蓍求卦一段，以此洗滌、洗濯其心，教他潔潔淨淨，無纖毫私欲，來污染他。如是，那有一些馳騖，那有一些滲漏，纔

會退藏於密，此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全體皆《易》，不為自家，故曰『吉凶與民同患』。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正此意。……但云洗心，不說到同患處，便是自私自利；但云同患，不從那洗心裡來，便是無源無本。蓋洗心則虛，虛則

明；同患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而神知出焉。知來者，燭之於未然也；藏往者，畜之於已然也。」 
29  詳參清・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成都：巴蜀書社，2006 年），卷 14，頁 575，引「程子曰」（《入關語錄》）：「安有

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

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退藏於密是甚？」 
30  詳參北宋・程頤：〈序〉，《易程傳》（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

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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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31「洗濯其心」與「疏瀹而心」，皆由工夫修養以見本體之心。 

其六，「程門立雪」的楊時《語錄》以《易》與《孟子》對言「心」、「性」，「故《易》止言洗心、

盡性，配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32則更深一層從工夫作用義，提升到本體存有義，誠

如《周易‧繫辭下傳》所謂：「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其七，張浚（德遠，1097-1164）《紫巖易傳》則曰：「以此洗心，聖人用《易》於一己，而闡其道也。

以此齊戒，聖人用《易》於天下，而妙其神也。」33以洗一己之心，進而闡其道，而妙其神，將聖人用

《易》、體《易》義理，透徹顯微。 

其八，兩宋之際的郭雍，祖籍洛陽，其父郭忠孝（立之，？-1128）師事伊川，家傳《易》學，其

《郭氏傳家易說》則謂：「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自用其私智，皆有取於《易》，此聖人洗心之道

也。」並有更進一步的闡論： 

 

以此洗心者，以《易》洗心也。聖人之用《易》也，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無思無慮，以滌

其心。蓋其酬酢應變，在《易》不在心，則心無留事，亦無應變之方，非洗心而何？故其修身、

齊家、治國、治天下之道，莫不一本於《易》。微而至於耒耜、舟楫、臼杵、弧矢之用，亦必取

諸益、取諸渙、取諸小過、取諸睽，聖人皆無容心焉，是所以能洗心，而退藏於密也。彼愚而好

自用者，雖極（竭）精神、逞智力，而天下之志未必能通，天下之業未必能定，天下之疑未必能

斷，又安知聖人通天下之志者，用《易》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成務之道；斷天

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於志、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易》，亦

不過三者之道也，所謂洗心用《易》者如此。雖聖人吉凶之患，不得不與民同；然無心受之，亦

無妄之道也，夫何患焉？若是者，非神之妙，足以知方來；非知之崇，足以藏已往，又安能與於

洗心之道哉？古之聰明叡智之君，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是知心之為

物，用之則塵滓；不用則清明。 

眾人不知不用之術，而聖人獨明不用之道，故聖人洗心在此，而眾人莫之知也。34 

 

此云「以《易》洗心」，「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無思無慮，以滌其心」，「修身、齊家、治國、

治天下之道，莫不一本於《易》」，而「通天下之志者，用《易》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

成務之道；斷天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於志、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

《易》，亦不過三者之道也」，將《易傳》「洗心」的工夫作用與本體存有二重義涵，詮釋得淋漓盡致。 

 

2.南宋《易》學家 

 

以下再耙梳分析南宋史事《易》學大家楊萬里（廷秀，誠齋，1127-1206）、項安世（平甫，平庵，

1129-1208）、朱熹（元晦，晦庵，1130-1200）、張栻（敬甫，南軒，1133-1180）、呂祖謙（伯恭，東萊，

1137-1181）、李衡（彥平，生卒年不詳）、方實孫（生平不詳）、朱震（子發，？-1138）與熊禾（去非，

勿軒，1247-1312）等九家之說，以見「洗心退藏於密」的體踐工夫義理。 

                                                 
31  詳參北宋・朱長文：《易經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湖北圖書館

藏明崇禎四年刻本），頁 587；北宋・龔原：《周易新講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 年，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日本文化五年活字印佚存叢書本），頁 759。   
32  詳參清・納蘭成德：《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 75，頁 797-798，引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

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配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33  詳參南宋・張浚：《紫巖易傳》（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7，頁 636。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

解》第 1 冊，卷 7，頁 382-383。 
34  詳參南宋・郭雍：《郭氏傳家易說》（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7，頁 271-272。 



 

 
頁 20 

 
  

首先，楊萬里《誠齋易傳》以「洗心」工夫，則能「洞照天人之理」發論，進而闡發「聖人之心同

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故以《易》「洗心」則合同「天心」、「人患」，而《易》之心性、道德自

然止明，達於「天道」、「人德」合一之境界。35 

其次，以深解卦爻辭義理名家的項安世《周易玩辭》，則以「齋心」詮釋「洗心」，以「戒事」詮釋

「退密」，而統言「蓍」、「卦」與「爻」三物之德，因其知幾、畜德，故能以「神」開物、以「智」成

務，進而達到「洗心以存其神，退藏於密以定其體，吉凶與民同患以贊其決」的境界，本末終始，一心

貫通。36 

其三，朱熹《周易本義》釋曰： 

 

圓神，謂變化無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無事，

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物之謂。……

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

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37 

 

以「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能齋戒、洗心，即能「明天道」、「察民故」，而達到德、義都

能「退藏於密」38的體用一如工夫境界。 

其四，張栻《南軒易說》以「其心休焉，一疵不染，滌除澡雪，無遑遽之勞，無怵迫之患」，詮釋

「洗心」的工夫作用，而聖人善與民吉凶同患，故「為之蓍、為之卦、為之六爻，以濟民行，使天下之

人，咸知其是非、利害、得失、臧否」，39開張闡微顯幽、探賾索隱、恬淡無為的《易》道，尤為彰明

較著。 

其五，《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2 冊，收有呂祖謙《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引〈明

道行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

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又引張氏（載）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

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仁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

密矣！」40引據程顥（伯淳，明道，1032-1085）與張載之說，以證明「洗心」工夫以至自得、通志、定

業、斷疑，而臻退藏於密境界。 

                                                 
35  詳參南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7，頁

736：「是故聖人以之洗心，則洞照天人之理。夫惟《易》道尚其占，是故聖人以之齋戒，則益尊蓍卦之德。且夫衣垢則洗，器塵則

洗，聖人之心如止水、如明鏡，已同乎天也，何俟乎《易》之洗哉？蓋聖人之心同乎天，而聖人之憂患同乎人。……出而與民同

患，退而以《易》洗心也。」 
36  詳參南宋・項安世：〈蓍卦爻之德〉，《周易玩辭》，卷 13，頁 587-588：「蓍開於無卦之先，所以為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為

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為貢。聖人以此三物之德，洗心以存其神，退藏於密以定其體，吉凶與民同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則神

之開物也；其畜德，則智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叡智也。其斷吉凶，則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則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

德者，伏羲氏其人也。」又〈立蓍之人〉，頁 588-589：「聖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齋心而戒事，問之於神，而貢之於明者，以自齋

戒，以自神明。其齋，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吉凶與民同患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

刊：《通志堂經解》第 3 冊，卷 13，頁 1710。 
37  詳參南宋・朱熹：《易本義》（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頁 62。南宋・朱熹：《周易本義》，卷之 3，頁 249。 
38  清・納蘭成德：《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 75，頁 797，鈔引〈答何京叔書〉：「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

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39  詳參南宋・張栻：《南軒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1，頁

634：「聖人以此而示天下之人，其心休焉，一疵不染，滌除澡雪，無遑遽之勞，無怵迫之患。退藏於密，恬淡無為，是乃善與人同

患者也。非以蓍卦六爻濟斯民之患，而洗心退藏者乎？大抵厥初生民，不知多寡也；聖人為斗量以畁之，則不必為之較龠合，而民

咸知其多寡矣。民不知輕重也，聖人為權衡以畁之，則不必為之較錙銖，而民咸知其輕重矣。夫民之於吉凶，其甚於多寡輕重也；

聖人為之蓍、為之卦、為之六爻，以濟民行，使天下之人，咸知其是非、利害、得失、臧否，吾又何必營為，以憂其故邪？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是乃吉凶與民同患者乎。」 
40  詳參南宋・呂祖謙：《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光緒 10 年黎庶昌日本東京使署刻《古逸叢書》本），頁 11。  



 

 
頁 21 

 
  

其六，李衡《周易易海撮要》雙引《莊子‧知北遊》孔子問「至道」於老聃，老聃曰：「汝齋戒，

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以及〈應帝王〉篇列子告於壺子所見「至道」，而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以此二則寓

言，說明「有心則有思，有思則與物汩而不清」，故須「疏瀹其心」、「未始出吾宗」，41以此「洗心」，

乃能慎獨，修清淨心，而會通儒道體用一如、仁智雙彰的圓融境界。 

其七，方實孫《淙山讀周易》僅引《易傳》文本為說，並言「以此自洗濯其心，退藏於密」42作結，

而未多闡論詮義。 

其八，朱震《漢上易叢說》則引北魏關朗（子明，生卒年不詳）《關氏易傳》，並承繼東晉韓康伯「洗

濯萬物之心」之注，另外衍釋為「濯物心無所瀆污」、「洗濯其接物之心，無所瀆污」43二義，以詮解「洗

心」工夫作用旨趣，更為明達朗暢。 

其九，《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2 冊，收有熊禾《易經訓解》之說：「聖心萬理盡澄，一私

不染，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心愈淨盡，愈收歛；其退而藏也，淵然邃密，誰能窺之？」44可知心性

修養的工夫進境。 

綜合以上兩宋十七位《易》學家對於「洗心退藏於密」聖傳的詮釋，都能從心、性理學本體處，而

著眼於「洗心」的工夫義涵，由己及人而達物，可謂盡善矣。 

 

（二）以工夫與本體二義兼釋 

 

1.北宋《易》學家 

 

從檢索的相關文獻資料中，耙梳整理以下司馬光（君實，1019-1086）《溫公易說》、蘇軾（子瞻，東

坡，1037-1101）《蘇軾易傳》與《朱子語類》引龔原三家之說，以見北宋學者對於「洗心」工夫與「藏

密」本體互釋並詮的義理。 

首先，司馬光《溫公易說》以「洗心，滌諸邪惡，存養精明；藏密，返於無形」，45從洗滌心邪，存

                                                 
41  詳參南宋・李衡：《周易易海撮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542：「有心則有思，有思則與物汩而不清，故洗之，《莊子》所謂『疏瀹其心』是也。故退藏於密，《莊子》所謂『未始出吾宗

也』，此其所以獨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解》第 2 冊，卷 7，頁 851。   
42  詳參南宋・方實孫：《淙山讀周易》，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7，頁

794：「圓者，流通不居；蓍之德，唯圓而神，故可以通天下之志。方者，截然一定；卦之德，唯方以知，故可以定天下之業。易以

貢者，平易以與人知六爻之義，唯易以貢，故可以斷天下之疑。聖人知之，以此自洗濯其心，退藏於密，可也。」 
43  詳參南宋・朱震：《漢上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清・納蘭成德：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頁 799，亦錄「漢上朱氏曰」（《叢說》）：「聖人於天地五十有五之數，蓋有超然獨得，而遺乎數者。是

故，蓍運無窮，可以前知，其德圓而神也。聖人以此洗心，酬酢萬變，一毫不留於胸中，卦成不易、爻見而策藏，其德方以知也。

聖人以此退藏，遁於無形，深不可測。六爻之義，唯變是適，上下、內外相易，以告吉凶，聖人以此吉凶與民同患。夫洗心退藏，

若絕倫離類則過矣；是以，吉凶與民同患，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所謂可以前知也，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關子明

曰：接物者言接之而已，非同之也。故濯物心無所瀆污，謂之洗心；言洗濯其接物之心，無所瀆污，故謂之洗心，而注者以為洗濯

萬物之心。」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解》第 1 冊，卷 7，頁 568。 
44  詳參南宋・熊禾：《易經訓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湖北圖書館

藏明崇禎 4 年刻本），頁 393。 
45  詳參北宋・司馬光：《溫公易說》（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5，頁 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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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神明實踐工夫入手，而期返歸藏密於無形的本體境界，兼括有無、體用、顯微，浹洽中肯，可謂的

論。 

其次，蘇軾《蘇軾易傳》謂：「以神行智，則心不為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運而已。不與斯，所以

為洗心，退藏於密也。」46「以神行智」，則形上本體與形下工夫兩全，而使人心不為塵垢所蒙蔽，萬

物皆能「自運」，蘊涵《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玄道妙詣。 

其三，則是《朱子語類》引龔原曰：「圓者，其體動而不窮；神者，其用虛而善應。卦者，象也，

象則示之以定體；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為典要。以此『洗心』者，所以『無思』也；以此『退藏

於密』者，所以『無為』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47龔原以「圓」

之「體動而不窮」，「神」之「用虛而善應」，從體用、動靜、虛實三端，詮釋卦象的定體、爻變的典要，

而以「洗心退藏於密」的工夫進路，達到「無思」、「無思」、「感通」的本體境界，可謂和合圓融，登峰

造極了。 

 

2.南宋《易》學家 

 

以下檢索歸納得朱熹《朱子語類》與朱鑒（子明，1190-1258）輯《文公易說》、王宗傳（景孟，生

卒年不詳）《童溪易傳》、吳澄（幼清，草廬，1249-1333）《易纂言》，以及俞琰（玉吾，約 1253-1320）

《俞氏易集說》四家《易》說，述論如下： 

首先，朱熹《朱子語類》言聖人作《易》之本，未畫之前「理」已具於聖人之心；及其出而應物，

則見「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渾然此「理」、寂然此「感」，48充分展現體用一

如、渾全周密之妙。朱鑒編輯《文公易說》，同時引用「林學蒙錄」、「萬人傑錄」、〈答王遇〉、〈答何鎬〉

記錄問對文字，詮釋「以《易》之理洗心」，則「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跡」，故於天下物事

情理，「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洗心於道，則「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49故朱熹答王遇與何鎬

乃分別言之：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

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答王遇〉） 

問：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答

云：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看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

                                                 
46  詳參北宋・蘇軾：《蘇軾易傳》（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之 7，頁 481-482。 
47  詳參清・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卷 14，頁 575，《朱子語類》引「龔氏原曰」。 
48  並見詳參南宋・朱熹述，黎靖德編：〈易十一〉，《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 年，清光緒庚辰校刻本），卷 75，頁 1925：

「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又清・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

易折中》，卷 14，頁 575，引「程子曰」（《入關語錄》）、「《朱子語類》云」：「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

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聯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

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

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 
49  詳參南宋・朱鑒：《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頁

676-678，「林學蒙錄」：「聖人心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

累，都更無跡，所謂退藏於密。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卻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會恁地？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

此，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潔靜精微，只是不犯手。

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個蓍之德、卦之德，明其德。」「萬人傑

錄」：「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若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己作

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卻止云『洗心』，於心安乎？」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解》第 4 冊，卷

12，頁 2252-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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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無收殺也。（〈答何鎬〉）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答何鎬〉）50 

 

聖人以卦德爻義洗心，而玩辭觀象，理與心會，自然默契其妙，而「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此中

固無先後之分，而時事則有先後之殊，誠敬如實履踐而已。 

其次，王宗傳《童溪易傳》雖推宗朱熹，然其詮釋「洗心」義涵，則深具心學本體論特色，故云：

「聖人以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擴然而大公。《易》即吾心也，吾心即《易》也。用

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默存於我焉。」51以洗心之累，則此心「擴然而大公」，可見《易》與「吾

心」的一體合和，與陸九淵（子靜，象山，1139-1192）悟道之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如

出一轍。又曰：「寂然之中，眾理畢具，而無朕可名。只是不粗疎恁地結密。窺之無間，渾全周密。」
52其中「無朕」，語出《莊子‧應帝王》：「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爾雅‧釋詁》曰：「朕，我也，身

也。」亦通假作「徵兆」解，至如《二程遺書》卷 15 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則此「沖漠無朕」，猶言空寂無形，於「洗心」工夫與本體二義，兼融並蓄儒學心理與道

家玄理，則又別具詮釋韻致。 

其三，吳澄《易纂言》分別詮釋「洗心退藏於密」各字義理，而曰「洗，謂滌去思慮」、「退，謂退

處」、「藏，謂潛藏」、「密，靜也」，以此四大工夫，則「其心脫然無累，而得以退處潛藏於無為也」，53

由工夫而臻至本體，行儒入道，與王宗傳之闡蘊，相互輝映，亦云至矣！ 

其四，俞琰《俞氏易集說》謂「洗心退藏於密」，則「聖人此心無一塵之累」，故能以此「洗心滌慮

而無思，退藏於密而無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吉凶與民同患」，將「洗心」工夫與「藏密」本體

契合無間，而臻「聖人即《易》，《易》即聖人，其道一也」的體用圓融境界。54 

以上索引綜論兩宋七家就工夫與本體二義詮釋「洗心」，從容中道，尤其程、朱二家，融攝眾長，

兼貫「洗心」實踐工夫與「藏密」境界本體，允為集其大成。 

 

四、元明儒詮釋「洗心退藏於密」述論 

以下檢索輯錄元明諸儒關於《易傳》「洗心退藏於密」義理的詮釋，雖大體本於程、朱二哲，但亦

有時代學風的新義別解擇錄於後，以備觀照參考。 

 

                                                 
50  詳參南宋・朱鑒：《文公易說》，卷 12，頁 677-678。 
51  詳參南宋・王宗傳：《童溪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28，頁 344-

345。 
52  詳參清・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卷 14，頁 575，引「王氏宗傳曰」。以上均未明指此「密」為何？但推敲原文理

路，再參照程、朱詮解，此「密」應不離「聖人之心」。故《周易折中》又引宋儒王宗傳語，足以印證此義：「聖人以此蓍卦六爻，

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廓然而大公，用能退藏於密，而不窮之用，默存於我焉，此即《易》之所謂寂然不動也。夫妙用之源，

默存于聖人之心，則發而為用也，酬酢萬物而不窮，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也。」 
53  詳參南宋・吳澄：《易纂言》（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頁 353：「圓，謂七七之用，無所疑滯；方，謂八八之體，無所缺折；

易，謂變易；貢，猶告也。圓而叵測，所以通志；方而能知，所以定業。因蓍變所得卦內之爻辭，告人以吉凶，而決其疑也。洗，

謂滌去思慮；退，謂退處；藏，謂潛藏；密，靜也。聖人以此蓍卦六爻，俾民自擇吉凶，則其心脫然無累，而得以退處潛藏於無為

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解》第 8 冊，卷 5，頁 4436。 
54  詳參南宋・俞琰：《俞氏易集說》（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31，頁 409-410：「曰洗心、曰退藏於密，則聖人此心無一塵之累

矣。……聖人遂以此洗心滌慮而無思，退藏於密而無為。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當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

《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民同患，聖人即《易》，《易》即聖人，

其道一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清・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第 7 冊，頁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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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代《易》學家 

 

元代傳世《易》學論著中，僅檢索查閱得以下九家，詮釋「洗心退藏於密」的工夫作用與本體存有

義理，亦能深中肯綮，足以發四聖之道心、揚程朱之理學。 

 

1.胡炳文（仲虎，雲峰，1250-1333）《周易本義通釋》 

 

胡炳文篤志於朱子之學，詮解「洗心退藏於密」則以「圓而神」、「方以知」、「易以貢」三者之德，

與「寂然之心」、「神知之用」、「隨感之應」三者之理，而能「無一塵之累」，55達到「無思無為」、「退

藏於密」的工夫與本體和合圓融的境界，駕輕就熟通釋朱子《周易本義》的功力，可謂深刻而篤實。 

 

2.保巴（生平不詳）《周易原旨》 

 

保巴首先貞定「聖人之心本無垢」，而猶以《易》「洗其心」，「滌之以蒙泉，沃之以兌澤，潤之以坎

水」，56故能「潔淨（靜）精微」，「清」其心而「樂」其志，心即《易》而《易》即心，《易》道其神矣，

充分體現心學「即本體即工夫，即工夫即本體」的超妙玄真理境。 

 

3.王申子（巽卿，生卒年不詳）《大易緝說》 

 

王申子以「滌除聖人憂世之心」，「潔然而無一塵之累」詮釋「洗心」；復以「泯智慮於無思無為之

表」，「寂然而人莫能窺之」詮釋「退藏於密」，57與前二賢之說，同歸一致，深中《易》學心理本體、

人事工夫幾神契合的旨趣。 

 

4.李簡（生平不詳）《學易記》 

 

李簡以「洗滌其心」故訓注解「洗心」，而以「歸於無思無慮」玄理詮釋「退藏於密」，心是體之本，

密是用之源，聖人用《易》隨用隨取，隨取隨足，「酬酢萬變在《易》，不在心」，58故能「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善解而能喻。
 

                                                 
55  詳參元・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頁

511：「圓神，謂變化無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

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具此三者之理，而

無一塵之累，故無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蓍卦爻之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

《通志堂經解》第 8 冊，卷 5，頁 4310。案：元・熊良輔：《周易本義集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748；元・解蒙：《易精蘊大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1986 年），卷 9，頁 718，同此皆引錄朱子之說。  
56  詳參元・保巴：《周易原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835：「聖

人之心，本無垢也，何以洗為哉？聖人猶以此洗其心焉。滌之以蒙泉，沃之以兌澤，潤之以坎水；而滄浪不足以喻其清，沂浴、風

雩不足以喻其樂，潔淨精微，心即《易》矣，《易》即心矣，神矣哉！」 
57  詳參元・王申子：《大易緝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頁 277：「聖

人未免有憂世之心，蓍卦爻既立之後，聖人憂世之心可以滌除，而泯智慮於無思無為之表，故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洗者，

潔然而無一塵之累也；密者，寂然而人莫能窺之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解》第 5 冊，卷 9，頁 2632。 
58  詳參元・李簡：《學易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374：「言聖人

以《易》之道洗滌其心，而歸於無思無慮也。密是用之源，夫聖人用《易》，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果何思何慮哉？酬酢萬變在《易》，

不在心也；心茍留物，則焉能應天下萬事之變乎？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

《通志堂經解》第 6 冊，卷 7，頁 3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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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寅（孟敬，1303-1389）《周易參義》 

 

梁寅首先肯認聖人之心，全體於《易》；而方寸之心潔淨（靜），即《易》之潔淨（靜），59以渾然心

《易》一體之理詮釋「洗心退藏於密」，浹洽而圓通。 

 

6.趙汸（子常，1319-1369）《周易文詮》 

 

趙汸謂《易》之妙，聖心先具；而萬理盡發，一私不染，以之洗濯其心，方知變易之德，退藏於靜

密，寂然不動，來往之吉凶，自靈自徹，無假卜筮，而與民同患之心，即能神知宥密，60以此詮釋「洗

心退藏於密」，整全而周到。 

此外，《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收有黃超然（生平不詳）《周易通義》、董養性（生平不詳）

《周易訂疑》與董中行（生平不詳）注《周易》，61多本於宋儒朱熹之說，謂以《易》理以洗濯自家之

心，則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如此則體用兼具，而工夫與本體皆能自得之矣。 

綜觀以上九家詮釋「洗心退藏於密」，皆宗本於《易》理與心學，本體工夫兼融並蓄，充分發揮宋

儒性即理、心即理的思想系統，可覘元儒《易》學的底蘊。 

 

（二）明代《易》學家 

 

1.以工夫義詮釋入手 

 

經由檢索統整，共有以下四家以工夫義入手，詮釋「洗心退藏於密」。 

首先，林希元（茂貞，次崖，生卒年不詳）《易經存疑》曰：「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

便似把他來洗濯自家心一般。」復引《朱子語類》曰：「是以那《易》之理，來洗自家心了，更沒些私

意小知在裡許。」62林氏本於朱子《易》說義理，以「洗濯自家心」而「無一塵之累」詮釋「洗心」，

即可知其工夫入手。 

其次，熊過（叔仁，南沙，1506-1565）《周易象旨決錄》曰：「洗心，猶《春秋傳》『灑濯其心』之

意，聖人體具三者，而開物成務。韓康伯、關朗言洗濯物心，使人無所瀆污，藏晦於密，無所間然。

『密』，猶言『未始出吾宗』也；以此洗心，則無思；以此藏密，則無為矣！……洗心則志通，同患則

業定，知來藏往則疑斷。」63熊氏以《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

                                                 
59  詳參元・梁寅：《周易參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379：「聖人

之心，全體此《易》，而三者之德，無一不備。故其靜也，方寸之潔淨，即《易》之潔淨；而渾然此理，未嘗形於事，此所謂『洗心，

而退藏於密』也。」並可參見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刊：《通志堂經解》第 9 冊，卷 5，頁 5230。  
60  詳參元・趙汸：《周易文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頁 615：「此《易》

之妙也，而聖心先具之矣。其中，萬理盡澄，一私不染，若以此三者，洗濯其心，故方。無事斂神，知變易之德，退藏於靜密，寂然

不動，莫能窺之。及其有事，其於吉凶，憂民不能趨避，與之同患，故其間吉凶之未萌，曰來；以退藏之神知之，若符其造化之靈，

吉凶之一定，曰往；以退藏之知藏之，而若出其胸中之故。此皆與民同患之心，本於洗心宥密之內，自靈自徹，何假卜筮，而後知

也？」  
61  詳參元・黃超然：《周易通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

明抄本），頁 551；元・董養性：《周易訂疑》，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3 冊，頁 612-613；元・董中行注：《周易》，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4 冊，頁 127。 
62  詳參明・林希元：《易經存疑》，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0，頁 563。 
63  詳參明・熊過：《周易象旨決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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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信，可明徵也」轉釋「洗心」為「灑濯其心」，即滌除罪惡之意，以承繼韓康伯、關朗注義；復以《莊

子‧應帝王》「未始出吾宗」轉釋「退藏於密」，則洗心日齋志通，防患日戒業定，即能達到無思無為、

知來藏往的易簡久大境界。 

其三，潘士藻（去華，生卒年不詳）《讀易述》：「聖人體蓍之德，使人知索諸神，以此洗濯萬物之

心，斂藏於密靜之地，與《易》道同其潔淨也。心體本寂，故謂之密。……夫洗心是通志，吉凶同患；

是成務，知來藏往；是斷疑。」64潘氏以「洗濯萬物之心，斂藏於密靜之地」詮釋「洗心退藏於密」，

雖屬增字為訓，而其義實本於先賢舊注。復以通志成務，與民吉凶同患解「洗心」；以心體本寂，知來

藏往釋「退藏於密」，先行洗滌工夫潔淨其心，再知斷疑歸本斂藏其體。 

其四，錢一本（國瑞，啟新，1539-1610）《像象管見》：「《禮》之言齊，曰：『心不茍慮，必依於道；

手足不茍動，必依於禮。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也。』又《月令廣義》：『聖賢所謂齊者，

齊其心之不齊；戒者，戒其非心妄念，無一日不齊戒也。』今人以茹素謂之齊戒，不知平日，用心何如

也？」65錢氏徵引《禮記‧祭統》篇與馮應京（可大，慕罔，1555-1606）於明萬曆間所輯《月令廣義》，

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釋「齊（齋）戒」之義，「齊其心之不齊，戒其非心妄念」，以工夫

證本體，以本體明工夫，頗富新見。 

 

2.以工夫與本體二義並詮兼釋 

 

檢索統整計有以下七家，以工夫與本體二義並詮兼釋「洗心退藏於密」。 

首先，胡居仁（叔心，敬齋，1434-1484）曰：「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眾理俱在也。」
66胡氏著有《居業錄》，其學承襲程朱，故於〈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

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可見其立誠敬、存本心、力行仁的進學體道途徑。藉由

「洗心」工夫以顯「退藏於密」本體，則「其心湛然無事，而眾理俱在」，可謂高明博厚。 

其次，來知德（矣鮮，瞿塘，1525-1604）《周易集注》：「洗心者，心之名也。聖人之心，無一毫人

欲之私，如江漢以濯之，又神，又知，又應變無窮。具此三者之德，所以謂之洗心，猶《書》言人心、

道心，《詩》言遐心，以及赤心、古心、機心，皆其類也；非心有私，而洗其心也。退藏於密者，此心

未發也。」67來氏以「心」名「洗心」，即以本體明工夫，故引《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詩經．小雅．白駒》「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68以及「赤心、古心、機心」

等類義詮釋「洗心」；而以「此心未發」詮釋「退藏於密」，可見聖人洗心之神智，自足以知來藏往，隨

感而應，遂通天下之故，而反歸於聖人之心《易》，乃作《易》之本，體用本末，可謂一以貫之。 

其三，萬廷言（以忠，思默，1530-1595）《學易齋集》：「密者神之微，動而未形者也。凡人情安

肆，則心氣躁露，而動者形。動者形而密不可見矣，能無凶乎？故蓍卦之辭多危，危則懼以斂，斂則反

形以入神。洗心者，洗其躁露之垢，而反之無形者也。洗斯退，退斯藏，藏斯密，密則無動而非神矣。」
69萬氏以洗心工夫以洗其「躁露之垢」，而「反之無形」，以見動而未形「密者神之微」，會通洗、退、

                                                 
64  詳參明・潘士藻：《讀易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頁 470。 
65

  詳參明・錢一本：《像象管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頁 777，節

引「程子曰」、「朱子曰」，其下釋「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66  詳參清・李光地編纂，劉大鈞整理：《周易折中》，卷 14，頁 575，引「胡氏居仁曰」。 
67  詳參明・來知德：《周易集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3，頁 358，

又曰：「聖人未畫卦之前，已具此三者；洗心之德，則聖人即蓍卦六爻矣！是以，方其無事，而未有吉凶之患，則三德與之而俱

寂，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則蓍卦之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也。及其吉凶之來，與民同患之時，則聖人洗心之神，自足以知來；洗心

之智，自足以藏往。隨感而應，即蓍卦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聖人之心《易》，乃作《易》之本。」 
68  案：南宋・朱熹《詩集傳》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 
69  詳參明・萬廷言：〈蓍序〉，《學易齋集》（據日本加賀前田家族所藏、財團法人前田育德會運營《尊經閣文庫》，清萬曆年刊本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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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密體踐工夫與存有本體的進路義涵，深刻而玄遠。 

其四，高攀龍（存之，景逸，1562-1626）《周易易簡說》：「聖人之心，純乎《易》也，故曰『以此

洗心』。密者，無朕也，退藏於密，則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則感而遂通。」70高氏詮釋與宋儒王

宗傳《童溪易傳》之說，如出一轍，皆以莊子「無朕」之義轉證心學形上本體，故有「聖人之心，純乎

《易》也」的高論，渾淪契合洗心工夫與藏密本體，會通儒道，圓融有無，亦云至矣。 

其五，吳桂森（生平不詳）《周易像象述》：「聖人之心，惟其寂然不動，故謂之洗心。洗者，潔淨

精微之極，通篇以此句為主。……退藏謂退而深藏，密者不睹不聞之地，總是狀聖人心體寂然處。「洗

心」二字，玩之極有深味。知來者吉凶由來之故，藏往則千變萬化之用，皆於此藏。蓋來者，言本來；

往者，言應用，此《易》中往來通義也。」71吳氏以聖人寂然不動之心定義「洗心」，即本體即工夫，

而謂「洗者，潔淨精微之極」，其詮釋跨越前修，卓絕超妙。 

其六，何楷（玄子，1594-1645）《古周易訂詁》：「聖人以神知委之卦蓍，而聖心一無事焉。滌除玄

覽，歸於無疵，是何思何慮之境也，故曰『洗心退藏於密』。云『洗心』者，不為事物之所塵垢，使物

自運，而心不與，非尚有私欲之心可洗也。『密』，即《中庸》所言『淵淵其淵』者。」72何氏以「滌除

玄覽，歸於無疵」無思無慮之境，詮釋「洗心退藏於密」，不蒙塵垢，自運不與，誠如《中庸‧三十二

章》所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其七，張次仲（生平不詳）《周易玩辭困學記》：「玩『洗心退藏』四字，想見文周精神，與羲皇相

對之處。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愈藏愈密。『密』者，幽隱莫窺，纖毫不漏之謂，非與顯對者也。即共

睹共聞之中，自有不睹不聞之妙，故曰『藏於密』。」73張氏溯源回歸羲皇自然真心與文周仁禮精神，

以愈洗退而愈藏密，「幽隱莫窺，纖毫不漏」詮釋「洗心退藏」四字奧蘊，期於「共睹共聞之中」彰顯

「不睹不聞之妙」，融通《易傳》與《中庸》，可謂既反本又開新矣。 

以上分別明儒兩類共十一家詮釋「洗心退藏於密」義理，不論其以工夫為之入手，或是工夫與本體

兼籌並顧，多能上承儒先緒論，而出入於程朱、陸王性體心理之學，自發機杼，別出心裁，時有新義創

論，亦亹亹穆穆，可相觀善矣。74 

五、清儒詮釋「洗心退藏於密」述論 

清初李光地（晉卿，榕村，1642-1718）等奉敕撰《御纂周易折中》，其體例先引朱子《本義》，後於

「集說」則輯引「虞氏翻曰」、「韓氏伯曰」、「孔氏穎達曰」、「崔氏憬曰」、「張子曰」、「程子曰」、「龔氏

原曰」、「王氏宗傳曰」、「《朱子語類》云」、「項氏安世曰」、「胡氏居仁曰」、「何氏楷曰」諸說，75衍承

                                                 
印本），卷 4，頁 33。 

70  詳參明・高攀龍：《周易易簡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頁 156。 
71  詳參明・吳桂森：《周易像象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頁 628-

629。 
72  詳參明・何楷：《古周易訂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6 冊，卷 11，頁 324。 
73  詳參明・張次仲：《周易玩辭困學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3，頁

802。 
74  此外，《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4 冊至第 16 冊，又分別收有明・朱升《周易旁證》、李恕《易經旁訓》、鄧夢文《八卦餘

生》、劉定之《易經圖釋》、馬理《周易贊義》、呂柟《涇野先生周易說翼》、洪鼐《蓮谷先生讀易索隱》、季本《易學四同》、王漸逵

《讀易記》、葉良佩《周易義叢》、張元蒙《讀易纂》、鄢懋卿《易經正義》、徐師曾《今文周易演義》、沈一貫《易學》、孫從龍《易

意參疑外編》、蘇濬《生生篇》、焦竑《易筌》、黃正憲《易象管窺》、曾朝節《新刻易測》、郝敬《周易正解》、張振淵《石鏡山房周

易說統》、李本固《周易古本全書匯編》、曹學佺《周易可說》、劉宗周《周易古文鈔》、程汝繼《周易宗義》、張鏡《易經增註》、方

孔炤《周易時論合編》、釋智旭《周易禪解》、喬中和《說易》、洪守美與鄭林祥輯《易經解醒》等 30 家之說，因內容頗多，擬另撰

文闡論，恕不在本文贅述。 
75  詳參清・李光地等：《御纂周易折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4，頁

39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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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晉、唐、兩宋至明《易》義，雖未多見新說創論，然其考據徵引漢唐宋明古學，並折中眾家而歸本

程朱，偶有義理別解可供參研，亦不可輕視忽略。本文以此書為先導，全面檢閱耙梳文獻資料後，分別

兩類十二家述說如下。 

 

（一）以「先心」詮釋「洗心」 

 

首先，惠棟《周易述》：「以蓍神知來，故先心。陽動入巽，巽為退伏，坤為閉戶，故藏密。謂齊於巽，以神明其

德。陽吉陰凶，坤為民，故吉凶與民同患。乾神知來，坤知藏往；來謂先心，往謂藏密也。」76「此虞義也。蓍之德

圓而神，故乾神知來；卦之德方以知，故坤知藏往。聖人取此七八、九六、天地之數，知來而藏往，以此洗心，故來

謂先心；退藏於密，故往謂藏密。《易》之例，以未來者屬乾，已往者屬坤也。」77惠氏以「先心」詮釋「洗心」，並

以「乾神知來」為「先心」，「坤知藏往」為「藏密」，證實運虛，古義新論。 

其二，焦循《易章句》：「洗，讀為先。心，謂五也；六爻之義先五，聖人以之，故先心。六爻五先得中，則退而

通於外，以反復其道。密，實而不妄也，先心則密矣。聖人以之，故退藏於密。反其道，柔在五稱民，反而不復則憂

患。聖人憂天下之憂，使天下之民，無一物不得其所；民之休戚不忘於心，所以與民同患也。」78焦氏以清儒段玉裁

〈周禮漢讀考〉「讀為、讀曰者，明假借也」條例，以「先」通假為「洗」，而其獨創的「旁通、相錯、時行」三大《易》

例，以居中當位之五爻詮釋「先心」，則又獨闢蹊徑，自成一家之言。 

 

（二）以工夫與本體二義並詮兼釋 

 

首先，傅以漸（于磐，星巖，1609-1655）、曹本榮（欣木，厚庵，1621-1665）奉敕撰《易經通注》：「此蓍卦爻從

心生，聖人不自有其心，反若借蓍卦爻以洗心，神不露，知不發，憂患無痕，即共睹共聞之中，自涵不睹不聞之妙。

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故入太乙，而不為虛通萬象，而不為遠民之吉凶，直如身受，凶可患，吉亦可患；既得其吉，

又虞其凶。吉凶未定者，來退藏之，神有以知之，神運而不役；吉凶已定者，往退藏之，知有以藏之，斂而不分，所

謂無卜筮，而知吉凶者，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聖心渾之乎全《易》也。」79以上引文多與前文明儒張次仲《周易

玩辭困學記》：「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愈藏愈密。『密』者，幽隱莫窺，纖毫不漏之謂，非與顯對者也。即共睹共聞

之中，自有不睹不聞之妙。」以及高攀龍《周易易簡說》：「聖人之心，純乎《易》也。」若合符節，皆有所本。 

其次，黃宗炎（晦木，1616-1686）《周易象辭》：「聖人以此見《易》之虛而能照，靜而能覺，知思慮意識，一無

可用；洗滌其心，以盡去之，復還空空無知之體，退而藏諸淵深秘密之地，無聲無臭，不可見聞。然而，非槁木死灰，

寂滅生機者也。……惟其洗心退藏，故澄澈而智藏。」80黃氏先以「洗滌其心」，盡去無用之思慮意識，「復還空空無

知之體，退而藏諸淵深秘密之地，無聲無臭，不可見聞」，「惟其洗心退藏，故澄澈而智藏」，融通工夫本體二義，深

密圓成。 

其三，王夫之（而農，船山，1619-1692）《周易外傳》：「洗心退藏於密者，聖人之為，莫非禮義。可以惟其所行，

而洗滌自信之心，以不決於行止，必退而藏其用。於天道之不測，以筮決之；蓋天道至精、至密，吉凶、得失纖毫，

皆至理之所察，而非可以道義之大綱定者。……而聖人藏密，以與民同患，惟有其之原，冒天下之道也。……其原於

                                                 
76  詳參清・惠棟：《周易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6，頁 180，作

「聖人以此先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注曰」。 
77  詳參清・惠棟：《周易述》上冊，《惠氏易學》，頁 448。 
78  詳參清・焦循：〈繫辭上傳〉，《易章句》，收入陳居淵主編：《雕菰樓易學五種（上）》，卷 7，頁 174。 
79  詳參清・傅以漸、曹本榮奉敕撰：《易經通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

卷 7，頁 159 -160。 
80  詳參清・黃宗炎：《周易象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8，頁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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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至足之和，以起變化者，密也。非聖人，莫能洗心而與者也。」81審觀王氏詮釋「洗心退藏於密」，即以工夫而兼

達本體。 

其四，李光地等奉敕撰《御纂周易折中》：「當其洗心藏密，與《易》之寂然不動者，無異也。及其同患，而藏往

知來，與《易》之感而遂通者，無異也。此聖心之至神也。聰明睿知者，神之體；神武不殺者，神之用。」82「《易》

有聖人之道，而聖人先備乎《易》之德，故當其洗心藏密，與《易》之寂然不動者無異也。及其同患而藏往知來，與

《易》之感而遂通者無異也。此聖心之至神也。聰明睿知者，神之體；神武不殺者，神之用。」83以聖心體用，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與民同患，藏往知來，詮釋中肯，圓融浹洽。 

其五，牛鈕（1648-1686）等奉敕撰《日講易經解義》：「此一節是言蓍卦爻之德，本於聖心，以明作《易》之原

也。……夫蓍卦爻固足以通志、成務、斷疑矣，使非聖人有洗心之功，則亦烏能出其心之神知，以生蓍立卦生爻哉？

聖人知吾心之神，本能知來；吾心之知，自足藏往，但恐洗心之功不純，使此心馳騖而不存，物我有間而不公，吾心

遂昏昧而不神，障蔽而不知耳。聖人知其如此也，以此日新又新，洗濯其心，不使有一塵之累，復凝精聚神，斂視返

聽，退藏於宥密淵深之地，而存存不息；且物我之見皆忘，彼此之形悉化，或吉或凶，與民同患，由是一心澄定，全

體瑩然。」「此章揭出『洗心』二字，正極研之實功，作《易》之大原也。吾心之神，即天地萬物之神，人皆有此心，

心咸具此神，然後知來藏往，獨讓聖人，而他人不能者，有所蔽也；其有所蔽者，無洗心之功也。聖人能洗其心，故

能全其神。退藏者，存存不息也；同患者，物我無間也；知來藏往，則其自然之能事也。孔子不惑、知命、耳順、從

心，非洗心之純，何以臻此哉？按：『齊戒』二字，便是聖人『洗心』之功，聖人有洗心之學，然後有神知之用；亦

必有洗心之學，然後能出其心之神知，以興神物，而前民用。……使不能齊戒，以洗其心，則吾之德，先有所滯而不

神，有所蔽而不明，亦烏能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哉？」84以聖心為作《易》之原，以洗滌其心之功，

而出其心之神知，本能知來，自足藏往，日新又新，無一塵之累，而後凝精聚神，斂視返聽，退藏於宥密淵深之地，

成性存存，而生生不息，道義純粹清明。 

其六，陳夢雷（則震，省齋，1650-1741）《周易淺述》：「洗心者，心純乎理，別無所累，非有私而洗之也。退藏

於密者，寂然未動，人莫能窺，非有意藏之也。……上言『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易》之體具也；此言

『以此齊戒』者，此心至敬，而《易》之用行也。」85以「心純乎理，別無所累，非有私而洗之」詮釋「洗心」，則廓

然大公矣；復以「寂然未動，人莫能窺，非有意藏之」詮釋「退藏於密」，則含弘中正矣。以至靜之心體，以行至敬

之《易》用，體用一如，鉤深致遠，自能剛健篤實，而輝光日新。 

其七，李塨（剛主，恕谷，1659-1733）《周易傳注》：「聖人以此蓍卦之德、爻之義，淨洗其心，如江漢之濯；退

藏於密，淵淵靜深。」86此說與前述明儒來知德《周易集注》何楷《古周易訂詁》頗有雷同之處，可以相觀而善。 

其八，薛雪（生白，一瓢，1681-1770）《周易粹義》：「圓神，變化無方也；方知，事有定理也。變易以告人也。

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若以之洗滌其心者也。然故靜而無事，則退而斂藏於微密，人莫能窺，即蓍卦爻

之寂然不動也。及動而有事，吉則與民同患於弗趨，凶則與民同患於弗避。吉凶未至曰來，以退藏之神知之；吉凶已

定曰往，以退藏之智藏之。神知妙用如此，即蓍卦爻之感而遂通也。」87以洗滌其心，而無一塵之累詮釋，已多見前

文，不復贅述。 

                                                 
81  詳參明・王夫之：〈繫辭上傳〉，《周易外傳》，卷 5，《船山易學》（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頁 512、頁 515-516。 
82  詳參清・李光地等奉敕撰：《御纂周易折中》，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 冊，卷 14，頁 396-397。清・李光地：《周易通

論》（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10，頁 492-493。 
83  詳參清・李光地：《周易觀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0，頁 777-

778。 
84  詳參清・牛鈕等奉敕撰：《日講易經解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6，頁 637-638。 
85  詳參清・陳夢雷：《周易淺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7，頁 271。 
86  詳參清・李塨：〈繫辭上傳〉，《周易傳注》（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卷 5，頁 347。 
87  詳參清・薛雪：〈繫辭上傳〉，《周易約注》，卷 3，《周易粹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清乾隆間楷書手定底稿本），頁 508-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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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九，王定國《周易象數易知》：「《易》本無思，故聖人以洗其心；《易》本無為，故聖人必藏於密。」88王氏本

於《易傳》原典，以「無思」洗其心，以「無為」藏於密，簡明扼要，與前文各家諸說相互輝映，亦可貞定清儒確為

有本之學。89 

「洗心」具滌淨、修養的工夫作用義，偏於儒家的「有為」、「常心」。「先」又有前導、創始之義，同時亦義涵乾

元、聖賢天人合一之道；先王庖犧藉助蓍草的神妙先知，透過筮法以預知未來、先導心志，所以稱「先心」。「先心」

則寓本體存有之理，《伊川易傳‧序》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體悟閎深，二詞義理先後雖然有別，實則同歸一

致。 

六、結論 

（一）「洗心」之「洗」本義為「洒足」，即「濯足」，本謂滌淨足部、洗去腳污，為基本的身體清

潔；後以「濯足」比喻清除世塵，保持高潔。如《楚辭‧漁父》與《孟子‧離婁上》都載有「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的明志歌詠，〈漁父〉隱喻「與世推移」，《孟子》明

講「榮辱自取」，一道一儒，兩者都是很高的境界。而西晉左思（太沖，250-305）〈詠史八首之五〉

有「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名句，也體現了詩人高潔與豁達的人生態度。在日本佛寺、神社，以及

韓國書院、鄉校，則多有「洗心臺」的設施，重點在手部的洗濯，進一步由「足」而「手」，正如《易

經‧觀》卦辭所謂：「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而〈觀‧彖傳〉以為「下觀而化也」，又曰：「大觀在上，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更上一層而

成「神道設教」，再轉化為《周易．繫辭傳》「洗心退藏於密」的心神一如、體用不二、本末終始，可見

古人以「修身」為本，進而為「養心」，以至於體道入神的真理妙詣。 

（二）「洗」的初文本義為「洗滌足部」；又有「新」、「鮮」二義，見於《呂氏春秋‧十二紀‧季春》

「律中姑洗」與《淮南子‧天文》「音比姑洗」、〈時則〉「律中姑洗」，東漢班固編《白虎通．五行》釋

「三月」。此外，《經典釋文》引南齊劉瓛「洗，盡也」，則「洗心」可作「盡心」，而與《孟子．盡心》，

又可觸類引申。因此，由「盥手洗足」的滌身，發展至「去故心」、「就新心」的新心，而臻「盡心知性

知天」的體道，身、心、性、天一貫，下學而上達，意義又更進一層。 

（三）先心（至誠如神）→心（本體）→洗心（敬慎不敗）→佚心（唯變所適）→先心（幾神），

構成一迴圈反復的顯微體用系統，如《易》道上經首尾的「乾坤坎離」先天四正卦，以至下經始終的

「咸恆既濟未濟」後天四正卦，再回歸於乾坤之「元亨利貞」而「貞下起元」；又如周敦頤（茂叔，1017-

1073）〈太極圖說〉之「無極而生太極，太極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

陰分陽，兩儀立焉。」生成終始，循環往復，以見《易》道之「絜靜精微」與《易》教之「清明條達」。 

（四）〈復．彖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

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

『天地之心』見也。」復而能「以修身也」（〈復初九‧小象傳〉），「以從道也」（〈復六四‧小象傳〉）。

                                                 
88  詳參清・王定國：〈上下繫辭注釋〉，《周易象數易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清道光間楷書手定底稿本），頁 372。 
89  此外，《續修四庫全書・經部．易類》第 17 冊至第 40 冊，又分別收有清・張爾岐《周易說略》、金士升《易內傳》、賀貽孫《易

觸》、張沭《周易疏略》、陸奎勳《陸堂易學》、李文炤《周易本義拾遺》、胡方《周易本義註》、盧見曾《讀易便解》、程廷祚《易

通・周易正解》、惠棟《周易本義辨證》、汪師韓《觀象居易傳箋》、劉紹攽《周易詳說》、莊存與《繫辭傳論》、梁錫璵《易經揆

一》、馮經《周易略解》、孫星衍《孫氏周易集解》、李鈞簡《周易引經通釋》、劉沅《周易恆解》、郝懿行《易說》、張惠言《周易虞

氏義》、焦循《易章句》、李富孫《李氏易解賸義》、李富孫《易經異文釋》、鮑作雨《周易擇言》、宋翔鳳《周易考異》、卞斌《周易

通解》、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黃式三《易釋》、姚配中《周易姚氏學》、黃應麒《周易述翼》、蕭光遠《周易屬辭》、曾釗《周易

虞氏義箋》、徐堂《周易考異》、秦篤輝《易象通義》、何志高《易經本意》、陳壽熊《讀易漢學私記》、趙新《還硯齋周易述》、紀磊

《周易消息》、黃守正《易象集解》、黃以周《十翼後錄》、丁澤安《易學節解》、陳懋侯《知非齋易注》、吳汝綸《易說》、沈紹則

《周易易解》、強汝諤《周易集義》、段復昌《周易補註》等 45 家之說，因內容甚多，擬另撰文闡論，恕不在本文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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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卦卦辭：「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咸‧彖傳〉：「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益九五爻辭：「有孚，惠心，勿問，元吉。」益上九爻辭：

「立心勿恆，凶。」艮六二爻辭：「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小象曰：「未退聽也。」艮九三爻

辭：「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周易》經傳言「心」多見，亦可與此「洗心」、「先心」，對照相觀

而善。 

（五）宋元明清四代《易》學家，對於「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的詮釋解說，不外乎純言「洗心」

或「先心」，或由「洗心」而「先心」，義理浹洽，可觀漢學、宋學之傳衍，各家詮釋義理，「殊途同歸，

百慮一致」。「心之未發」、「已發」與「常發」，為宋明理學的核心基石。心之未發為本，已發是末，常

發是本末一如；微是體，顯是用，天地萬物皆自心生，心即是天地之根，而王弼詮釋〈復‧彖傳〉「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反本」即是「復歸天地生物自然之理」，如此萬物才能

生生不息。因此，《易傳》「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之「洗心」，並非僅是洗滌心體而已，「洗心」乃

是達到至善本體的工夫作用，由「洗心」而「退藏於密」，方能常保心之未發，而還原其未發之微與密，

再回向於心之自造自照與常造常照，即此義蘊的上乘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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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 semantic approach to analyze and contrast the interpretations by scholars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ies, of the sentence “Saints wash the mind and hide in secrecy”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 special 

focus is on the word xi 洗 and xixin 洗心. It is written as yi 佚 in The Silk Book Version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Wen of Han. Lu Deming (陸德明 , ca. 550-630) records it as xian 先  ‘earlier’ in his Textual 

Explanations of Classic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Qing dynasty scholar Ruan Yuan (阮元, 1764-1849) makes 

a comprehensive verification in volume 7 of his Book of Annotations and Verifications of Zhou Yi and says “‘xi’ 

is recorded the same in the Stone Classic, the Yue version, and the Min, the Jian, the Mao versions; it is recorded 

in The Textual Explanations that ‘洗’ is only written as xian in the versions of Jing, Xun, Yu, Dong, Zhang, Shu 

Cai, which is the same as in the Stone Classic.” Han Kangbo (韓康伯) in Jin dynasty annotates xixin as “the 

mind that washes everything”; Kong Yingda (孔穎達, 574-648) in Tang dynasty succeeds and interprets it as 

“the mind that cleans everything” . However, xixin implies efforts and functions while xianxin signifies 

existence of substance. As the saying goes “The substance and the function come from the same source and 

there is no interstice between the explicit and the implicit,” xixin and xianxin differ in sequence but in fact have 

the same origin.  

 

Keywords: xixin, xianxin, yixin, square and wise, round and marvelous, to hide in secrecy 

 



GRN Tasan Project Notification 

（The Second-year Conference , 2018.5.25-30） 

 

1. Conference official Schedule 

 1) Date : from May 25th, 2018 to 30th, 2018 (5 nights 6 days) 

 2) Detailed schedule 

  - May 25th : hotel check in and reception 

  - May 26th-27th : conference at Jinan, Shantong University（濟南：山東大學） 

  - May 28th-29th : conference at Qufu（曲阜） 

  - May 30th : hotel check out and departure. 

 

2.2018.5.25星期五搭機前往濟南山東大學，參加韓國首爾：茶山學術文化財團 

「國際協力研究課題（Global Research Network Program）：從東亞的經學傳 

統看茶山丁若鏞的《周易》思想（Tasan Cheong Yakyong's Thought of Zhou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st Asia）」第二年研 

究成果發表會，發表會議論文：〈朝鮮正祖李祘《周易講義．總經》君臣對 

論《易》學平議〉（Comments about Zheng-Zu Li Suan of Joseon Dynasty to  

Ask and Discuss the Topics of Yi-jing with the Confucians）。 

3.會後，於 2018.5.28-5.29前往曲阜移地研究，拜謁孔廟、孔府與孔林，並考察 

相關歷史文物，於曲阜孔林至聖先師陵墓前團隊合影，終圓謁聖心願。賦詩 

一首紀念：「半教半學半研遊，全意全心全力謀；一道一儒一釋會，三才三 

昧三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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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雅正覃溪筆，肌理圓神子美詩」 

──清儒翁方綱手批杜詩綜論 

 

賴貴三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教授 

 

提  要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1733-1818），清高宗乾隆（愛新覺羅‧弘曆，

1735-1796）與仁宗嘉慶（愛新覺羅‧顒琰，1796-1820）時期著名的金石學

家、經學家、考據家、書法家、詩評家，在經學、詩學、書志學、金石考據學

以及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極大的貢獻，成就斐然，為清代乾嘉學派重要學

者。翁氏也是朝鮮王朝正祖（李祘，1776-1800）至哲宗（李昪，1849-1863）

時期，著名書法大家金正喜（秋史，阮堂，1786-1856）的中國恩師。本文以臺

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鎮館三寶」之一的翁方綱手批杜詩稿本線裝二函十二冊二

十卷為研討文本，此稿翁氏先以楷書寫好杜詩全帙，再以行草書法眉批評點，

為翁氏讀杜心得總匯，處處展現其點校、批註、議論與考訂等基本工夫，同時

對杜詩的藝術根源與創作觀念有許多精闢的闡發與詮釋，成為翁氏杜詩學的核

心，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與參考價值，本文期以開張翁氏杜詩學的潛德幽光。 
 

關鍵詞：杜甫，翁方綱，手批杜詩，《杜詩附記》，評點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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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杜詩》即「杜甫詩集」，據《新唐書》載，原有六十卷，經唐末五代動

亂，已大致亡佚。北宋學者王洙（997-1057）採殘篇予以重新彙整，得 1405

篇，編為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共二十卷，題為《杜工部集》。

《杜詩》律切深嚴，工於用字，歷代作注者眾。如﹝南宋﹞郭知達《九家集註

杜詩》、﹝明﹞末王嗣奭（1566-1648）《杜臆》、﹝清﹞初錢謙益（1582-1664）

《箋註杜工部集》，以及﹝清﹞仇兆鰲（1638-1713）《杜詩詳註》、楊倫箋注

《杜詩鏡銓》二十卷、浦起龍《讀杜心解》，都是犖犖大者的《杜詩》名作；尤

其，自錢謙益以下清代各本，都是筆者校釋清儒翁方綱（1733-1818）手批杜詩

時，據以為勘核比較的重要參考版本。 

現存《杜詩》共約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而《杜詩》評論最古始於﹝宋﹞劉

須溪（會孟，辰翁，1231-1294）《集千家註批點補遺杜工部詩集》。乾嘉以前，

有盧德水（世漼，1588-1653）、王右仲（嗣奭）《杜臆》、申鳧盟（涵光，1619-

1679）《杜說》、黃白山（生，1622-1696）《杜詩說》、張上若《讀書堂杜工部詩

文集註解》，沈確士（德潛，1673-1769）《杜詩評鈔》等；乾嘉之際，則有王西

樵（士祿，1626-1673）、阮亭（士禛，1634-1711）兄弟，李子德、邵子湘（長

蘅，1637-1704）、蔣弱六、何義門（焯，1661-1722）、俞犀月、張惕庵（甄

陶）等。而清代著名四大詩論派別：（一）沈德潛「格調說」，（二）王士禛「神

韻說」，（三）袁枚（1716-1797）「性靈說」，（四）翁方綱「肌理說」，都以杜詩

為重要的取資批評藍本。 

翁方綱身為清代乾嘉盛期知名而重要的學者詩人與詩論家，詩宗唐、宋，

而祖述唐詩之杜甫（712-770）、宋詩江西詩派之黃庭堅（1045-1105）與蘇軾

（1036-1101），1因此，《復初齋文集》諸卷中，也不斷反復強調：「詩必研諸肌

理，而文必求實際。」提倡「肌理」說，以為「理」就是「義理」加上「文

理」，也是「綜理」、「經理」與「條理」之義，2藉此以補其詩學淵源王士禛

「神韻」說之不足。翁氏論詩諸條，皆彙集成書，故《石洲詩話》、《五言詩平

仄舉隅》、《七言詩平仄舉隅》三書完成於廣東視學期間，《杜詩附記》成於江西

視學期間，《小石帆亭著錄》成於山東視學期間。又以黃庭堅「以質實為本」詩

                                                 
1 按：﹝清﹞陸廷樞於〈復初齋詩集序〉論說翁方綱詩，曰：「雖服膺在少陵，瓣香在東坡，而

初不以一家執也。」而翁方綱於《石洲詩話》卷三，譽稱蘇軾「為宋一代詩人冠冕」。翁氏在嘉

慶二十年（1815）編成《蘇齋筆記》，卷十，亦云：「坡公才力之富，涵蓋萬象，吞吐百家。予

則謂坡詩『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語，可作全集發凡也。」 
2 詳參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四，〈志言集序〉，其略曰：「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

卽肌理之理也。韓子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杜云：『熟精《文選》理』。」卷

十，〈韓詩「雅麗理訓誥」「理」字說〉，亦曰：「理者，綜理也，經理也，條理也。《尚書》之

文，直陳其事而詩以理之也。直陳其事者，非直言之所能理，故必雅麗而後能理之。雅，正

也；麗，葩也。韓子又謂『《詩》正而葩』者是也。」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5%94%90%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8E%8B%E6%B4%9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3%AD%E7%9F%A5%E9%81%94&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8B%E5%97%A3%E5%A5%AD&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C%A2%E8%AC%99%E7%9B%8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B%87%E5%85%86%E9%B3%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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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由蘇入杜」3說，作為其立論成家的標榜依歸。翁方綱今存詩作達六

千餘首，4有《復初齋詩集》、《復初齋文集》、《石洲詩話》等，而以《翁批杜

詩》稿本、《杜詩附記》抄存副本與過錄抄本三種，為現今傳世最具代表的評杜

力作。本文以筆者服務學校臺灣師大圖書館典藏「鎮館三寶」之一的翁氏手批

杜詩稿本線裝二函十二冊二十卷為主要研究文獻，此稿批注資料豐富，實為研

究「肌理說」詩論批評的重要材料。 

 

二、《翁批杜詩》書法風格 

 

清朝書法經過順治、康熙二代的醞釀發展，從康熙酷愛董其昌（1555-

1636）書法，到乾隆則大力推崇趙孟頫（1254-1322），影響深遠而形成清朝的

書法風貌。其中，乾嘉時期公認的四大書法家，當推劉墉（1719-1805）、翁方

綱（1733-1818）、成親王（永瑆，1744-1806）、鐵保（1752-1824）。翁方綱是乾

隆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型書家，在經學、詩學、金石考據學、書學等方面都

有突出的貢獻。翁氏書法初學顏真卿（709-785），後換研歐陽詢（557-641），虞

世南（558-638），又兼漢隸，並精於碑帖鑑賞考證，為主張碑帖結合的金石學

家；晚年虔信佛教，喜愛書寫《金剛經》，翁氏用筆謹守規矩，卻能獨顯蒼勁筆

力，頗得世人重視。5翁氏廣交深游，閱歷復多，因此在時代學術風氣以及師友

問學切磋之下，其學益進，其道益宏。而就書法而言，翁氏一生極重視北碑，

書法尺度不敢越古法雷池一步，並練就一手絕妙的「館閣體」。其書法一方面

繼承傳統，初學唐體，以顏真卿、歐陽詢、虞世南為基底；一方面在金石文字

學家的影響下，探求晉唐以前的書風，後又臨摹漢碑，故整體書風醇雅，筆法

謹守法度，以渾厚勝人，而略乏風韻。 

翁方綱一生臨帖不輟，其書學歷程與書法風格，根據趙太順的研究，約略

可分為早期、中期與晚期三個階段。6翁氏小楷書秀勁溫潤，以題﹝明﹞張紳跋

〈孔子廟堂碑〉最具本色，此帖乃八十一歲所作，書法精絕，馬宗霍（1897-

                                                 
3 詳參何繼文：〈翁方綱的「由蘇入杜」說〉，《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135-165。 
4 按：符葆森：《國朝正雅集》（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清﹞咸豐 6-7 年（1856-

1857）京師長白崇氏半畝園刊本，本書係京師琉璃廠律古齋設局承刻）引《石溪舫詩話》曰：

「覃溪師論詩，以杜、韓、蘇、黃及虞道園、元遺山六家為宗。全集多至五六千首，嘗命余校

定卒業，余請分編為內外集，性情風格氣味音節得詩人之正者為內集，考據博雅以文為詩者曰

外集。吾師亦以為然。」 
5 詳參朱友舟：《翁方綱的書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6 年）。趙太順：

《翁方綱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詳參趙太順：〈書法家跨越時空之相遇──略論蘇軾對翁方綱及金正喜之影響〉，《屏東教

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類》，第二十七期 ，2007 年 6 月，頁 67-100。 

http://homepage12.seed.net.tw/web@1/k_garden/06_calligraphist/ming/095.htm
http://homepage12.seed.net.tw/web@1/k_garden/06_calligraphist/circle/077.htm
http://homepage12.seed.net.tw/web@1/k_garden/06_calligraphist/toun/053.htm
http://homepage12.seed.net.tw/web@1/k_garden/06_calligraphist/toun/052.htm
http://homepage12.seed.net.tw/web@1/k_garden/06_calligraphist/toun/052.htm
http://homepage12.seed.net.tw/web@1/k_garden/07_stories/normal/025.htm


4 

 

1976）即云：「翁方綱書法『工整厚實』、『樸靜之境』。」7翁氏書法的可貴

處，在能於成法中微見變化，雖無處不法古，但能寓變化於繁規縟矩之中；正

因為如此，觀其書作須細心品味，方可悟其妙處。此外，翁氏學書精神令人非

常欽佩，用盡一生心力都在學習歐陽詢的書法，對〈化度寺碑〉（〈化度寺邕禪

師塔銘〉）專研尤深，在八十三歲晚年所書〈王宜人墓志銘〉，據說是最得其神

髓；因此，翁氏書法受到歐體直接的影響，不言而喻。雖然，翁氏最初臨學顏

真卿體，也喜愛蘇軾書法；不過，卻又融合虞世南方正圓潤的書法風格。由於

翁氏對於歐體的方筆嫻熟而得心應手，又受「館閣體」深刻影響，所以書寫時

點畫飽滿，字字均勻，排列整齊，結體樸厚中，仍見方嚴筆勢，少有偏移。 

翁方綱以治經學及金石學著名，論詩提倡「肌理說」，主張詩以學問為根柢，

內容質實而形式雅麗。所作喜雜考據，又多題詠金石書畫。以下謹就翁氏《翁批

杜詩》手稿中，所呈現出來的幾種書法體式，分別四類簡論其風格如下： 

 

（一）「館閣體」書法風格 

 

傳統所謂「館閣體」是一種官方書體，係因明初沈度、沈粲二兄弟的小

楷，受到元代大書家趙孟頫的影響，書寫整齊平穩，而深獲明成祖朱棣（1360-

1424）推崇；到了清代，由於康熙皇帝喜愛董其昌書風，以及乾隆皇帝極力提

倡，在政治與社會趨向影響下，更為推波助瀾，與當初科舉制度相適應，當時

的讀書士子為迎合考試制度，不得不專習「館閣體」，寖而形成這種書體；因

此，在明、清科舉考試中，皆以此體書寫。「館閣體」書法的基本要求，必須寫

得烏黑方正，大小如一。尤其，當時館閣及翰林院中，學士官僚大都繕寫這種

書體，所以稱為「臺閣體」或「館閣體」。但在乾隆後期，由於書法受南北書論

的衝擊下，而改變這種持續的風尚，文人在求得功名之後，便轉寫較富藝術風

格的書體；「館閣體」在咸豐年代後已不再盛行。在現代更因考試制度，以及書

寫與工具的改變，不再被人採用與學習，也就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翁方綱早年臨摹〈多寶塔碑〉，此碑為唐以後書法家中少有的至高典範，書

法嚴整圓健，字體稍小，清代學者學習館閣體多臨此碑，取其整飭之致，乃成為

最佳的入門帖範，翁氏亦不例外。「館閣體」行款整齊，字體勻稱，筆畫平直光

圓，結體獃滯拘謹，風格端莊秀整，穩健剛勁。而翁氏早年自然對「館閣體」平

正圓潤的楷書下過一番功夫，因此具體呈現在《翁批杜詩》手稿之中，翁氏在批

注《杜詩》之前，先以標準館閣體書法，一絲不茍的書寫杜甫詩、文目錄以及詩、

文全帙，顯示其嚴正端謹的初期書法風格。 

 

                                                 
7 詳參馬宗霍：《書林藻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389。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3009353##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3009353##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509300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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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晉唐楷體書法風格 

 

翁方綱楷書取法唐人，以歐陽詢為本，歐體為歷來分析楷體結構、筆法的重

要準則，故奉其「平正勻潤」的書體為圭臬。故歸安姚覲元（1832？-1902）於翁

方綱《蘇齋唐碑選》卷末之〈校栞記〉曰： 

 

 ……大抵蘇齋書學，以〈化度〉為宗，故其議論率不外是。然攷據之精詳

慎密，千古以來，實無其匹，讀者審之。8 

 

故翁方綱於《蘇齋唐碑選》篇首即引﹝唐﹞竇尚輦（名臮）之言，謂：「有唐一

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為圭臬焉。」而開宗明義，

以歐陽詢〈化度寺碑〉、〈九成宮醴泉銘〉與虞世南〈孔子廟堂〉三種，「實右

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因此，簡擇唐碑正書最上選三十六種，再溫故知

新，補其最要者，合計五十種，而為之法式。 

此外，翁方綱並參用﹝唐﹞顏真卿、虞世南，﹝宋﹞蘇軾、黃庭堅以及﹝元﹞

趙孟頫諸家筆意，沉靜平正，方正圓潤，而又具流動逸氣；加以深受「館閣體」

影響，因此翁氏楷書筆筆精到，字字均勻，排列整齊。這些書法風格充分表現在

《翁批杜詩》各冊卷首的題記之中，尤其翁氏在題記中，幾次提到觀臨習書的體

會與心得，更為生動飛揚： 

 

筆筆中鋒，筆筆渾圓者，惟右軍之書足以當之爾。乙巳十二月七日，燈

下，覆看記。9 

 

「乙巳」時當﹝清﹞乾隆五十年（1785），翁方綱時年五十三歲，正處於中期書

風歷程階段。翁氏對於﹝東晉﹞王羲之（303-361）右軍書法，特有深刻體會，曾

分別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冬十月、五十七年壬子（1792）秋七月，時年

五十歲、六十歲自臨小字〈蘭亭〉二過，10可見翁氏書法於晉以右軍為祖，於唐

則以率更（歐陽詢）為宗。其間，並能將其累積數十年深厚書法功力，發揮於《杜

詩》詩文全本楷體書寫，以及硃墨輝映，粲然可觀的題記、批注、夾籤各體書法

文字之中；尤其，《翁批杜詩》稿本每冊兩卷，首卷前俱有題記，楷書筆法蒼古

遒勁，融晉、唐筆意於一爐，可以追摩翁氏書法淵源祖述所本，如： 

 

丙午五月十四日，覆看一遍。以羊豪筆作楷，頗得歐、虞、褚三家法外

                                                 
8 詳參翁方綱：《蘇齋唐碑選》（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頁

10。 
9 詳參《翁批杜詩》第三冊，卷弟三，卷前書法題記。 
10 詳參翁方綱：《蘇齋題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據涉聞梓舊本排印），頁 93-94，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頁 94，〈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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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山陰書勢，即應成卷矣。11 

 

「丙午」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翁方綱時年五十四歲，觀其題記文

字，書法流麗俊爽，功力十分深厚，確有王羲之、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

（596-658）諸家書勢筆意，深堪翫賞。 

 

〈廟堂〉、〈孔祭酒〉、〈大觀〉。至於〈蘭亭〉、〈化度〉，則常目在之。 

再每日有少暇，即辦兩漢金石一二頁，《春秋》一二條。甲辰十二月五

日，此冊初看定一遍。丙午七月十一日，雨中覆看定一遍。12 

 

「甲辰」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翁方綱時年五十二歲。「丙午」為﹝清﹞

乾隆五十一年（1786），翁方綱時年五十四歲，分別書寫此條題記，楷書書法端

謹，與各卷流麗行書頗為不同。翁氏自言常閱覽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孔祭

酒碑〉、〈大觀帖〉、〈蘭亭集序〉、〈化度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化度寺

碑〉）等法帖，並從事於兩漢金石之學，可見翁氏謹嚴治學風範，以及深厚書學

功力。藉由校釋《翁批杜詩》手稿書蹟，而翁氏書法風格更能欣賞、翫味與領悟。 

 

（三）行書草體書法 

 

翁方綱行書活潑、古勁遒逸，而草書飛動流勁，兼採於前述晉、唐與宋諸家，

風格古勁，無嫵媚柔弱之習，自成一家體貌。其書用墨溫潤，筆勢流暢，姿態飄

逸，其結字、分布、墨色，皆悉心講求，字與字間血脈相通，神完氣足；兼之以

運筆婉麗，結體清正，線條圓潤，有一氣呵成的美感。故於《翁批杜詩》卷十三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眉批寫到： 

 

 右軍草書與伯英雁行，此後獨推長史，此少陵書品也。「俊拔為之主」，書

家骨格、詩家峰巒，萬古真意，五字盡之。 

 

又講求「樸氣」，以為書藝目標。《翁批杜詩》卷三〈行次昭陵〉眉批： 

 

「文物」一聯，此謂朴氣。凡古今文字、書畫、石刻，總以朴氣為至。

山谷所云「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解此，則一切機法，均之詞費

矣。 

 

《翁批杜詩》中，凡各冊卷前題記，以及《杜詩》內天頭眉批、腳注等，處處以

                                                 
11 詳參《翁批杜詩》第五冊，卷弟七，卷前書法題記。 
12 詳參《翁批杜詩》第七冊，卷弟十一，卷前書法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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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書草體表現其不凡的書法功力，令人讀之不覺稱羨，而贊歎不已，這些書法風

格充分表現在《翁批杜詩》各冊卷首的題記與內文批注之中。此外，翁方綱深愛

蘇軾行、草書體，行書受蘇軾影響，略有左低右聳的現象，而用墨濃稠、筆力勻

稱，運筆大膽，在其題記批注書法中，亦頗能展現蘇軾書風的特色。 

 

（四）蠅頭細楷書法風格 

 

  翁方綱善寫蠅頭細楷，雖至晚年猶能為之，而不抖顫，令人歎為觀止。據翁

方綱原稿，英和（1771-1840）校訂《翁氏家事略記》，英氏後記，跋曰： 

 

先生最工蠅頭細書，嘗用文待詔故事，四旬後元旦，用瓜仁一粒書坡公〈金

殿當頭紫閣重〉絕句一首。六旬後，又以胡麻十粒黏於紅紙帖，每粒作「天

下太平」四字；至戊寅歲元旦，書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書。13 

 

承此，對照《翁批杜詩》眉批及夾籤中，翁方綱常以蠅頭細楷書寫長、中篇批

注意見，整飭勁鍊，體健筆正，穩當妥善，這些必須具備十足工夫的書法風

格，也都充分表現在《翁批杜詩》各冊內文之中。筆者初次檢視這些以蠅頭小

楷書寫的批注文字時，常須專心致志，仔細審觀，才能明辨字裏行間的內容，

實在令筆者嘖嘖稱奇，敬服不已！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二），卷十二，有

〈送張肖蘇之汝陽序〉，論文並言及《杜詩》，曰： 

 

即墨張孝廉將之汝陽，過予論文，自言嘗苦多病，既而持舊簡紙，屬書

數言為贈。……今吾肖蘇之虛己受益，過於徂徠遠矣，然談藝數日，雖

未遽深推闡於學道之實，而以吾觀予肖蘇之病，在於心不專，而神志未

能定也。讀書之道，原不在求強記，蓋亦務定其志而已。志定，則得淺

而不啻深，得少而不啻多也。始之以一，而積之以誠，其有不逢原，而

大快者哉？……古文上下接武，而日用不可離者莫如韓，詩則莫如杜。

然韓文、杜詩，各有其所以然之極至，不在於貌似也。能知韓之所以

然，則可以上窺馬、班，又上而六經矣。知杜之所以然，則可以上通漢

魏，又進而騷，又進而三百篇矣。其貌襲者，則由於中無物，中無物，

則由於識趣不真而已矣。由吾肖蘇今日之詣力，專而精之，山谷有言曰

「以質厚為本」，姜白石曰「離而能合」，14此二語是詩文、書法之總

                                                 
13 按：詳參翁方綱原稿，英和校訂：《翁氏家事略記》（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

據清刻本複印），頁五十九至六十（頁 118-119）。 
14 按：翁方綱《蘇齋筆記》卷九，與姜白石「離而能合」一語，可以相互參照，文曰：「韓文

公教人自為文云『惟詞於古必己出』，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人只在多讀書，讀書

既多，讀書既通，自然流露，所謂不得已而後言，豈必執定某一家板樣乎？然惟其不泥古，不

襲古，而愈當以勤求古人為事。姜白石詩說云：『不求與古人離而不能不離，不求與古人合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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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也。然其道要在於平心、易氣、靜虛以涵泳之，是又養氣、卻疾之一

法矣。15 

  

翁方綱從論文，而至談藝、讀書之道，以為務定其志，而積之以誠，則左右逢

其原。因此，引用黃庭堅「以質厚為本」、姜夔（1163-1203）「離而能合」二

語，以為「是詩文、書法之總訣」，而「其道要在於平心、易氣、靜虛以涵養

之」，故謂之「又養氣、卻疾之一法」，可知翁氏游藝有方，而志道能入。總

之，翁氏在《兩漢金石記》序言中提出「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本」的指導思

想，既是書法審美觀的基礎，也成為翁氏書論的總則。 

中國傳統書學十分講究書家的性格、人品與書家的藝術修養，人品、書品

必須相一致，所謂「書如其人」、「人如其字」，誠如劉熙載（1813-1881）

《藝概‧書法概》云：「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16可知書法家書

體神采的根源，來自其內蘊外修的生命情調與精神境界，而翁方綱的各體書

風，透過《翁批杜詩》稿本的紛陳朗現，正如其人品的映現，遒勁且典雅。翁

氏博觀約取，厚積薄發，善於吸取眾家特長，而轉化為獨到見解，並且勤奮不

懈，可說是善讀書、勤用功，而能深造有得，游刃入道之士。因此，翁氏可說

是清代詩學與書學雙彰並美，而創造出斐然成就的代表性學者。翁氏一生學

行，其嗜古成癖，凡奉節所蒞，學使所游，師友所薦，雖然是殘幢斷碣，也必

多方物色，著錄摹搨，攜歸研習，故鑒藏豐盛，甲於京華；題跋優勝，傳於口

碑，翁氏書生學者的高尚氣質，可說是由讀書萬卷、尚友古人涵養而得，透過

《翁批杜詩》的多體書法手稿，可以懷想其人，而蘄嚮其學了。 

 

三、《翁批杜詩》學術價值 

 
誰言葉宋分符去，復得蘭卿約茞鄰。夢到潞河風雪夕，傲他洱海唱酬

人。簷花索笑如拈訊，行艸無拘始見真。多少燈窗梧竹響，欲憑舊雨為

傳神。 

我於杜法叩元音，上下千秋作者心。只在豪芒懸彀率，相期山海問崇

深。蘇黃盡處途逾騁，韶武原頭事孰任。除卻繡絲平熨帖，更將何術度

金針。17 

妙有神光卓在前，瀾迴風引苦延緣。繡絲理密針鋒細，箭筈機張彀率

圓。禪偈初非離鏡象，文心所以徹中邊。直須筆力能扛鼎，始識長虹貫

月船。 

                                                 
能不合。』二語盡之矣。」 
15 詳參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二），卷十二，頁九至十，〈送張肖蘇之汝陽序〉。 
16 詳參劉熙載：《藝概》，《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年），頁 715。 
17 詳參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二），卷六十八，頁四，〈論詩寄筠潭觀察二首〉。按：第一首

之「葉」，指葉紹本（筠潭），「宋」為宋湘，「蘭卿」為李彥章，「茞鄰」為梁章鉅。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sword/sworda/sa03401/03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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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門詣出謝馮前，對雨盟申沈趙緣。合坐聞琴山響處，幾人喻佛頂光

圓。素心宋子煩緘及，白髮吳郎悵酒邊。 繾綣連晨南雅別，低回不忍上

吳船。18 

 

  筆者茲以詩學、書學、評點學與文獻學四個面向，總論《翁批杜詩》的學

術價值。 

 

（一）詩學價值 

 

翁方綱論詩強調「學」與「理」，融經入詩，以儒典考據發揮義理為詩

旨，創造「肌理說」，於宗旨在求其實，於內容在求其實意，於藝術在求其實

法，以實學為法的翁氏詩論，建立「學人」詩派的系譜，19影響清代中、後期

詩壇十分深遠。翁氏於《杜詩附記‧與葉筠章論「陰何苦用心」句法》文中，

嘗寫道： 

 

……杜云「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此二句必一氣讀，乃明

白也。所賴乎陶冶性靈者，夫豈謂僅恃我之能事，以為陶冶乎？僅恃我

之能事，以為陶冶性靈，則必致專騁才力，而不衷諸制之方，以杜公精

詣，尚不敢也。所以詩必自改定之，改定而拍節長吟之，有一隙未中

窽，有一音未中節者，弗能（「敢」）安也。……吾嘗謂：「蘇詩亦有一語

可作通集總序者，曰『始知真放本精微』，『真放』者，即豪蕩縱橫之才

力，即此上七字也；『精微』，即細肌密理之節制，即此下七字

也。」……「陰、何用心」特言「苦」者，在杜公必能確量其分際，而

以「二謝能事」相對照，則杜之博綜諸家，統挈于方寸得失間者，非可

盡執後人所見，以定之耳。20 

 

翁方綱詮解「熟知二謝能將事」，謂即「真放」，亦即「豪蕩縱橫之才力」；「頗

學陰何苦用心」，謂即「精微」，亦即「細肌密理之節制」。杜甫在此詩中強調詩

人，「才力」足以酣暢地抒發其「性靈」；然而，也要經過「節制之方」表現出

來，反映在作品文字的「細密肌理」上。前者屬於性情才力之事，後者屬於刻

苦鍛鍊之事，翁氏以為作品只有用心經營，方可見出作者性情之出眾不凡，而

                                                 
18 詳參翁方綱：《復初齋詩集》（二），卷七十，頁八至九，〈次韻筠潭與蘭卿論詩二首〉。按：

第二首之「謝」為謝啟昆，「馮」為馮敏昌，「宋子」為宋湘，「吳郎」為吳錫麒。 
19 按：錢仲聯（1908-2003）〈翁方綱的詩法論〉云：「在當時漢學家考證學風的刺激及桐城派

古文義法說的影響下，翁方綱則大張學人之詩的旗幟，影響同時者，錢載；道咸之程恩澤，祁

寯藻，鄭珍，莫友芝，何紹基，直到清末沈曾植，形成了一個所謂學人之詩的流派。」按：此

文收入文馨出版社編輯部主編，沈尹默（1883-1971）等著：《中華藝林叢論》（臺北：文馨出版

社，1976 年）。 
20 詳參《杜詩附記》卷十五，〈解悶十二首〉之七，〈與葉筠章論「陰何苦用心」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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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陶冶性靈」的目的。兼有性靈與苦心、才力與學力，二者統一起來，但

較強調後一面，側重學力醞釀而成的精深感。21 

《翁批杜詩》實為翁方綱「肌理說」的實際運用，評點杜甫詩作，鑑賞肌

理。因此，翁氏肌理批評法，多自作品著手，求其肌理筋脈，並以意逆志而探

索詩意、詮解典故以通貫神理，翁氏批解杜詩，細加析釋，足以明其杜法、詩

學。緣此，透過《翁批杜詩》批注文字內容的充分展現，可以證成貞定此稿於

翁方綱「肌理」與「性情」二說的詩學價值。 

 

（二）書學價值 

 

筆者在前節已就《翁批杜詩》中所體現的四種書法風格──館閣體、晉唐楷

體、行書草體與蠅頭細楷書法，逐一說明引證，足可貞定《翁批杜詩》的書學價

值。而翁方綱的金石學方法論，大致體現在以下四個面向──親臨其地，親證親

訪，眼到腳到，田野調查。以上所說翁氏的金石方法論，其實也與他的書學、詩

學相互牽涉，彼此影響。如《石洲詩話》卷一，翁氏以書法規摹臨帖，以及書體

氣象與風格為喻，轉而講論盛唐諸公於字句、格調之外，尤在「氣體醇厚，興象

超遠」，故其文曰：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

為主，無惑乎一為李、何，再為王、李矣。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

乎格調耳。 

漁洋先生云：「李詩有古調，有唐調，當分別觀之。」所錄止古風二十八

首，蓋以為此皆古調也。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天津三月時」、「鄭

客西入關」諸篇，皆出沒縱橫，非斤斤於踐迹者。即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

字句，如後人之貌為選體，拘拘如臨帖者。所謂古者，乃不古耳。22 

 

當然，翁方綱書學與詩學造詣均佳，在《翁批杜詩》中，卷卷之間、詩篇之中，

都可見其行筆批注之後，墨瀋粲然紛陳的書蹟；以及運意評論之際，神思悠然遠

往的文采。以下提引兩則《翁批杜詩》為例： 

 

「八分」二字入稱呼，想見為稀少矣。妙其書，謂帝工八分也。今日所

見八分小字，惟《孝經注》及〈龍角山碑〉耳。「鉤深法祕」，確是爾時

小字八分也。（卷十九〈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句句提筆，可悟書家懸腕之法矣。（卷十九〈北風〉） 

                                                 
21 詳參張健（1964-）：《清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709-713。 
22 以上兩條錄自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卷

一，四七，頁三四至三五；四八，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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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隸八分「鉤深法祕」的妙書，以喻詩法的稀絕；以「句句提筆」的敘寫，

以悟「書家懸腕之法」，可見翁氏書學與詩學兼融並蓄、交輝互映的特色。尤

其，翁氏《石洲詩話》卷一第七十四條，於漢、唐「八分」，杜甫、蘇軾論書旨

趣，以及杜甫與韓愈書法詩篇的比較，有十分精彩深入的剖析與融攝： 

 

唐之八分，自開元時已多趨肥碩。李潮于尔時，筆法能步武李、蔡。故

〈八分小篆歌〉謂：「書貴瘦硬」，而以〈嶧山〉傳刻之肥本反形之；及

後又迴繞八分，乃卻以「肉」字顯出之。至蘇文公作〈墨妙亭〉詩，則

因亭中石刻，自秦篆〈嶧山〉、褚摹〈蘭亭〉以迨顏、徐諸人，家數既

多，體格不一，所云「短長肥瘠」、「飛燕玉環」，特總統檃括之詞，故借

杜詩側入，以見筆鋒耳。此所謂言各有當，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書

之旨，以為杜、蘇殊嗜也。 

   《苕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褚、薛尤

極瘦硬。開元、天寶以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杜詩云

云，雖為篆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此論與鄙意相合。 

   漢人分隸古勁，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

不獨對草書言之也。漁洋論此歌有敗筆，不知指何句而言。葢漁洋論

詩，以格調撐架為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

篇，然較之此歌，則杜也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

歌〉學杜此篇，則亦不然。韓又自有妙處。23 

 

翁氏將歷代書家、書風，詩體、詩格，娓娓道來，出入嫻熟，比較異同優劣，

俱可見其書學與詩學鑒識功力的不凡，又有其突出的學術特色與代表意義。又

如《石洲詩話》卷六第六十三條，翁氏按語評曰：「〈早行〉，此詩圓至深厚，

乃是以中鋒之筆出之，為此評者，自不解耳。」24以〈早行〉詩圓至深厚的風

格體式，譬之「以中鋒之筆出之」，非工於書法者，何以評之？再者，《復初齋

文集》卷十，翁氏自言偶見法式善（1753-1812）援其〈黃詩用逆筆說〉，但言

之不詳，特著〈黃詩逆筆〉一文，宣說此秘，文曰： 

 

逆筆者，即南唐後主作書撥鐙法也。逆固順之對，順有何害而必逆之，

逆者意未起而先迎之，勢將伸而反蓄之。右軍之書勢似欹而反正，豈其

果欹乎？非欹無以得其正也。逆筆者戒其滑下也，滑下者順勢也，故逆

筆以制之，長瀾抒瀉中，時時有節制焉，則無所用其逆矣；事事言情，

處處見提掇焉，則無所庸其逆矣，然而胸所欲陳，事所欲詳，其不能自

為檢攝者，亦勢也。是以山谷之書卷典故，非襞績為工也，比興寄託非

                                                 
23 文錄自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一，七四，頁四四至四五。 
24 詳參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六，六三，頁二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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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境為飭也，要亦不外乎虛實乘承、陰陽翕闢之義而已矣。 

 

此處用逆筆說，闡說黃庭堅詩法中「虛實乘承、陰陽翕闢」之義，即不欲直語

道盡，淺薄無味，因而於章法、句法之間聯絡照應，設為虛實之筆，使多節制

以為渟蓄。至於，翁氏《復初齋文集》卷十八〈書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

與〈書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二〉二文，徵引朱彝尊（1629-1709）詩論及杜

甫詩注，並以歐陽詢（557-641）、洪适（1117-1184）等書論，以評杜甫之書

學，並及於翁氏金石學學習過程與期書學方法論；又透過對朱翌（1097-1167）

的批評，以論蘇軾與杜甫的繼承，詮解精闢深入，可視為翁氏詩學與書學融鑄

的代表名篇。 

翁方綱身為著名書法家，頗嗜以書藝喻詩，書法與詩法相互融合，誠如

《莊子‧養生主》所謂「技進於道」，而《荀子‧勸學》篇所謂「真積力久則

入」，故翁氏不僅於《翁批杜詩》中展現深湛的書法功力，「游於藝」之外；並

能結合其詩法、詩學理論，出入表裏，上下古今，誠不愧為乾嘉時期一大書家

與詩儒。 

 

（三）評點學價值 

 

翁方綱評點《杜詩》的淵源，可溯自其幼時於業師黃叔琳處，得見王士禛

手定的《杜詩評》；其後，歷經數十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方有《杜詩

附記》的初稿定本，此同時而翁氏「肌理說」也在此歷程中，逐漸修正而形成

定論。翁方綱藉評點《杜詩》修正其「肌理說」理論，當理論形成之後，又可

藉《杜詩》評點作為其理論範例，故二者互為因果，而相輔相成。至於，翁方

綱「肌理說」、「詩法論」與評點《杜詩》的關係，就文學創作而言，是由原理

落實於方法，再由方法落實於範例；就文學理論而言，則是由範例印證方法，

再由方法印證原理，三者互為循環，形成翁氏評點與詩論學的核心。25 

翁方綱詩學著作中，除了《復初齋文集》、《復初齋詩集》、《石洲詩話》

八卷之外，尚有諸經與《杜詩》評點，以及評點王士禛、查慎行等清代大家的詩

集，以上論述構成翁氏《杜詩》學的主要面貌。然而，翁氏於歷代詩家中，最推

崇杜甫，且曾多次詳細批校《杜詩》，評點用力最專，手校三十餘次，始成《杜

詩附記》定稿。《翁批杜詩》從「考據字詞以正義」、「析辨篇章而求法」與「駁

論舊說以立言」三方面，26整體呈現翁氏對杜詩的認識情形，也可從中理解「肌

理說」的論詩特徵，是一部體大思深，值得重視的著作。 

《翁批杜詩》評點方式，除了以「圈」（○○○）或「點」（、、、）標識重

                                                 
25 按：有關翁方綱評點《杜詩》的源流、態度、術語、方式、建構等，可詳參宋如珊：《翁方

綱詩學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114-168。 
26 詳參徐國能：《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 9 月 5 日初版），頁 25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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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字句之外，復於每首詩名上標註詩體，註明「七古」或「五律」等，並加雙框

以茲識別，書眉詩末多則批語數條，少則一條，字裏行間時加「□」符號者多為

增益或刪改補記，另於各卷中時有黏貼夾籤評語及考證文字，凡蓋有騎縫圖書者

即為翁氏手筆，否則為其門生徐松（星伯，1781-1848）所增批者。整體方式偏重

於實際批評，而以分析技巧為主，內中也藉擬象式批評，比喻說明運用技巧而產

生的文字效果；也有許多由字義相反二字所組成的對詞，如「虛實」、「即離」、

「輕重」、「開合」、「消納」、「明暗」、「呼吸」及「向背」等，以分析詩篇章法體

例，偶有以印象式批評、品評抒發個人心得與感想。而翁氏著手批點《杜詩》，

主要是鑑於前人批校各偏一隅，未能結合考證、解析、批評等事，融釋於一書。

此外，《杜詩》調融「義理」與「文理」於一爐，實可為後人取法的對象，因此

翁氏將其「肌理說」詩論，運用於《杜詩》實際批評之中，進充分表現其「肌理

批評」的詩論，而其價值即蘊積於《翁批杜詩》此稿之中。 

翁方綱批點《杜詩》本意在教導學人作詩方法：其一「文理」方面，藉解

析詩體教導學人結構、辭采及聲律的相關安排；其二「義理」方面，表面看似

翁氏藉詩句抒發己懷，然而就其詩論觀察，則多就「義理」啟發學人文學創作

的目的，以及其「詩言志」的文學觀，可見其將理論付諸實際批評的苦心孤

詣。因此，翁氏創「肌理說」以論詩，凡前人所言鍊字、遣辭、句法、章法、

命題、謀篇、音節等，包蘊盡有，涵蓋著無窮善化的藝術技巧。翁氏對《杜

詩》作品本身的精密分析，就局部組織而言，則舉凡詩句、對偶、用典、音

節……以及導致藝術效果的各種技巧；再就整體結構而言，舉凡命意、章法、

主題闡發、章節照應，都能有相當的闡釋發揮。 

翁氏評杜為其詩法的準則，也是創作的資助；至其《翁批杜詩》的評法，

又可說是「肌理說」的實體驗證，並且廣泛參讀了當時大家，如王漁洋（士

禛）、查初白（慎行）、厲樊榭（鶚）、錢籜石（載）等評點《杜詩》作品，取資

觀善，集成而為《杜詩》學評點名家。而翁氏評點《杜詩》的基本原則，在於

「實事求是」的考證講求，翁氏認為「注家」之事，包括校勘版本、考證字

義，進而說解字詞涵義。因此，在評點之初，必須先行比對所見各家版本，故

翁氏於《杜詩附記‧杜詩一》書衣即題曰：「《全唐詩評本》對過。」「《七言律

選內評本》對過。」可見其評點工夫的紮實穩健，而其實考明證，多據上下文

意，或據章法結構，進而詮釋字義、詞義，總論一篇用字巧拙；或解析詩法，

總評一詩風格優劣，凡此都是翁氏評點《杜詩》用力最多之處，也就是「肌理

說」詩法的重心所在。 

宋人推崇《杜詩》，著眼於杜甫「詩史」地位，盛讚杜甫鋪陳批比的手法，

以及詩中史實紀錄。此種著重「賦」而忽略「比興」的評法，後世雖頗有微

言；而翁氏詩學宗宋，故其「肌理說」之「文理」技法與「義理」精神，則與

宋人相合，充分表現出翁氏評點《杜詩》的手法特質。《翁批杜詩》中除創作手

法外，批語也多就詩意評論，也有以意逆志設想詩人心境的筆法呈現；更有因

一詩之意而抒發長篇感懷者，翁氏評點《杜詩》的多元性，可謂《杜詩》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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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代表。 

翁方綱《杜詩》評點學雖緣於前人「時文批評」的摘句法，但因此法常割

裂篇章，無法照見全貌，翁氏深知此弊，遂主張論詩不可劃斷詩理，應以篇中

重要字句為筋節關鍵，並以文字結構為「間架」，以音節聲律為「節族」（節

奏），進而觀察其如何帶動全篇結構，如何將筋肉與骨節緊密相連，透過結構、

辭采與聲律三方面「擘肌分理」，即可避免劃斷詩理，而保持詩的整體美感。 

《翁批杜詩》批語可以說明「肌理說」詩法運用的原則，所謂「法」並非

一概而論的「定法」，須先知古人結構聲律的大要，而後隨個人篇章布局加以安

排。翁方綱「肌理批評」藉由不同篇章內，自成一格的結構聲律，指引創作者

如何由「肌理」入手，達到「神理」的境界。因此《翁批杜詩》（《杜詩附記》）

成為翁氏「肌理說」理論的最佳範例，而「肌理批評」也可說是翁氏欲度後學

詩法的金針。因此，綜合言之，翁氏評點《杜詩》目的厥有二端：一為落實

「肌理說」及「詩法論」，成為創作者的範例；二為印證「詩法論」及「肌理

說」，貞定其理論體系。在明清八股時文評點的傳統中，翁方綱別開生面，創建

「肌理說」詩論系統，而具體落實在《杜詩》批評議論之中，可說是《杜詩》

評點學的精彩傑作，其學術價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文獻學價值 

 

「文獻學」是以文獻和文獻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科學。中國古代雖

無「文獻學」一詞，但由於「文獻」這一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有特定涵義，「文

者，書也」乃就典籍而言，「獻者，賢也」則就人物而言，所以傳統意義上的中

國文獻學（古典文獻學），實際上是以作者、學者考證典籍源流為核心內容。27 

從中國古代文獻研究的情況來看，「文獻學」的內涵比較廣泛，除研究一般

的文獻發展史外，還涉及文字的校訂，版本的鑑別，對內容得失的評品及目錄

的編制等。如漢代劉向（77-6B.C.）、劉歆（ca.50B.C.-23）父子校理群書，編制

《別錄》、《七略》是整理文獻；鄭玄（127-200）為群經作註，也屬整理文獻。

南宋鄭樵（1104-1160）《通志‧校讎略》是最早系統討論文獻學的專著，鄭氏

從理論上闡述了文獻工作中的文獻收集、鑑別真偽、分類編目、流通利用等問

題。鄭樵以後，系統研究文獻學理論的是清代的章學誠（1738-1801），章氏最

著名的觀點便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要求在文獻整理過程中，必須明確

反映並細緻剖析各種學術思想的發生、發展過程及相互關係等。但章學誠與鄭

樵一樣，都把這些工作稱為「校讎學」。張舜徽（1911-1992）在 1982 年出版的

《中國文獻學》、28王欣夫於 1986 年出版的《文獻學講義》29二書，則是研究中

                                                 
27 詳參劉兆祐（1936-）：《文獻學》（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 
28 詳參張舜徽：《中國文獻學》（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29 詳參王欣夫：《文獻學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http://210.60.21.117/web34m/Content.asp?ID=529
http://210.60.21.117/web34m/Content.asp?ID=65473
http://210.60.21.117/web34m/Content.asp?ID=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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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典文獻學的專著，二書認為文獻學就是版本學、校勘學（見校讎學）與目

錄學三者的結合；其中張舜徽還認為文獻學就是校讎學。 

    從以上古今文獻學家的研究結果中，觀照並考察《翁批杜詩》手稿本所具

有的文獻價值，簡單來說，可以章學誠《斠讎通義‧自敘》所謂「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一語以蔽之。由於杜甫其人「詩聖」、其詩「詩史」的生命進程發展

與文學創作，進而創造出歷代「杜詩學」。而翁方綱手批《杜詩附記》，不僅上

承歷來「杜詩學」的傳統，能夠返本開新，別開生面；更能在其進學的過程

中，發展出「肌理說」詩論，建構出自成一家的「杜詩學」理論系統。而此詩

論系統的奠基初稿，其實就是《翁批杜詩》，其後又續有修訂增補，並在典藏流

傳的過程中，因為夏勤邦手抄副本與過錄抄本二種版本的出現，從而在版本學

上產生了比較異同的文獻學價值。 

不管是《翁批杜詩》原稿或是抄本《杜詩附記》，就研究角度而言，其實就

是翁方綱「杜詩學」的整體寫照，並可與歷來「杜詩學」學者的研究成果相互

比觀、彼此核對，同時具有文獻學與詩論學二方面的價值。而其手稿的書法筆

蹟，又可與傳世的《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翁方綱經學手稿五種》、《蘇齋

筆記》、《經腴》、《詩境筆記》等諸種手稿，相互觀賞研閱之後，可以比較其書

法風格的變化與發展。再者，《翁批杜詩》（《杜詩附記》）的相關詩評、詩論，

並可參稽於翁氏相關論著，如《復初齋文集》、《復初齋詩集》、《石洲詩話》、

《蘇齋唐碑選》、《蘇齋題跋》、《翁方綱重訂五七言詩鈔》、《翁方綱手批樊

榭山房集》、《翁方綱手批敬業堂集》……等傳世稿本、鈔本、刊本、批本，

從文獻學的整理、比勘、歸納與研究之中，進而形成翁氏杜詩學理論體系。 

 

四、結論 

 

翁氏遠宗六經，倡「溫柔敦厚」詩教；又尊崇盛唐，而欣尚宋詩，融格調

而不為格調所泥，以為一切詩之極則，皆歸之於杜甫，如《復初齋文集》卷十

〈評陸堂詩〉云： 

 

若論《杜詩》，則自詩教以來，溫柔敦厚必歸諸杜，興觀群怨必合諸

杜，上下古今，萬法源委必衷諸杜。 

 

詩以溫柔敦厚為教，翁氏之倡詩教，「上薄《風》、《騷》」，而下以杜甫為

本。翁氏既以溫柔敦厚歸之於杜，以為杜甫乃唐詩開創而集大成者，故於《石

洲詩話》卷二有詩評，文曰： 

 

杜公之學，所見直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教，全見於

〈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訓，為《風》、

《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為綺麗而已。……遠想《風》、《騷》，低

http://210.60.21.117/web34m/Content.asp?ID=1814
http://210.60.21.117/web34m/Content.asp?ID=2041
http://210.60.21.117/web34m/Content.asp?ID=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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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堂構，牽連綴述，屢屢及之，豈僅以詩人自許者乎？30
 

 

可見翁氏宗杜，卽宗杜之詩教，而杜之詩教，卽翁氏所倡之詩教，要而言之，

一曰「溫柔敦厚」，二曰「徵聖宗經」，三曰「返本歸源」，故郭紹虞於〈肌

理說〉一文中，謂之為「經學家之詩論」。31因此，翁氏詩學同杜甫詩作一

般，皆以經學為本，則師古宗經，轉益多師，風雅是親，無有所偏。故於《石

洲詩話》卷一又有詩評，文曰： 

 

〈六絕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其曰「今人嗤點」，曰「爾曹

輕薄」，曰「今誰出羣」，曰「未及前賢」，不惜痛詆今人者，蓋欲俾

之考求古人源流，知以古人為師耳。六首俱以師古為主。盧、王較之近

代，則盧、王為今人之師矣；（公有「近代惜盧王」之句。）漢、魏，

則又盧、王之師也；《風》、《騷》，則又漢、魏之師也。此所謂轉益

多師，言其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風》《雅》是親

矣。此乃汝師，汝知之乎？蓋深嫉今人之依牆靠壁，目不見方隅者，而

以此儆覺之也。32 

 

由此以觀，翁氏論詩，以宗經師古為本，追遠溯源，旣倡詩教，立溫柔敦厚；

又明經學重質實，言考據廣詩道，繼而融化格調、神韻以立肌理，肌理說以其

所言詩法最易見其義。故翁氏論詩，非徒法而已，乃以「古人為師，以質厚為

本」，有本有源，有法度可循，而詩法有二：一為「正本探源」，二為「窮形

盡變」，兼顧內外，並重本末，翁氏可說是清代「杜詩學」的壓軸殿軍，實非

過譽之論。 

乾嘉詩學承先啟後，深受時代影響，各詩家多立宗派，各具偉觀；大抵持

論中肯，人品與詩品並重，翁方綱在此時代詩學環境薰陶霑溉之下，倡言「正

本探源，窮形盡變」詩法，推闡趙執信（1662-1744）《聲調譜》，改易王士禛

「神韻說」，融釋沈德潛「格調說」，開創「肌理」與「性情」詩論，其實也

都能具體展現出乾嘉詩學的四大特性，故能成一家之學。而翁氏論詩先以融攝

「格調」、「神韻」、「性靈」諸家之長，既而以學為詩，返本開新；根柢六

經，探源索隱；復宗江西詩法，質實渾厚；故主張才學並重，形神皆具，創為

「肌理說」，開宗立派，於詩學大有裨益，為一代名家。故翁氏於〈五言詩續

鈔跋〉云： 

 

                                                 
30 詳參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卷一，八

十四，頁 48。 
31 詳參郭紹虞：〈肌理說〉，《國文月刊》，43、44：27-35，1946 年 6 月 20 日。 
32 詳參翁方綱著，陳邇冬校點：《石洲詩話》，卷一，八十四，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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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俗學之弊，詩教之衰，病在不知本而已，不知本則空言性靈者，病

在率意以為之，信其所之，皆若可章者，其失也鄙。 

 

學者詩家能知本而言性靈，則無衰弊之病，因此翁氏之「本」，實指詩教、詩

道之「正本探源」，而論「窮形盡變」肌理詩法，以進立詩品。 

翁方綱弟子甚多，遍及嶺南、江西，且喜擢拔俊才，從學士子，絡繹不

絕，翕然嚮歸，如黎簡（1747-1799），宋湘（1756-1826），梁章鉅（1775-

1849），粵東三子──黃培芳（1778-1859）、 張維屏（1780-1859）、譚敬

昭，李彥章，馮敏昌，張錦芳，黃丹書，呂堅諸人，都受到「肌理說」的影

響，各有成就，各具特色，都能發揚師說，為時所宗。 

翁方綱自乾、嘉朝拈擧「肌理說」以後，桐城詩派、道咸詩派，以迄同光

清末之詩說，「肌理說」影響所及，可謂披靡晚清詩壇。因此，筆者從事翁方

綱《杜詩附記》手稿的校釋研究工作，終能持志克竟其成，功不唐捐，總算對

得起翁氏先儒在天之靈，也可說是自我進學的里程碑程，具有文獻學與學術史

的多重意義，斯文不泯，道心常存，永識而弗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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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考述較論 

 

賴貴三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提  要 

 

    本文以清儒翁方綱（1733-1818）分纂傳世的《四庫提要稿》為研究課題，

首先就此稿的典藏歷史、撰寫時間、體例與內容加以考述探討；其次，翁方綱

纂修《四庫提要稿》計 996篇，其中經部 180 篇，《易》類 85篇，幾達半數；

因此，以《經部．易類》為例，《四庫全書》著錄者 22種、存目著錄者 61種，

以及未見著錄者 2種，製表歸納對照比較。基本上，《總目》提要以《翁稿》為

底本，再從中修潤增損、統整體例，並非別有撰稿。此外，經由比較，《翁稿》

著錄 22 種中，總纂官修潤增損文句痕跡較明顯，常錯落修飾《翁稿》文字以求

更加暢達。而《翁稿》存目 61種中，總纂官修潤增損文句痕跡較不明顯，往往

直接納用《翁稿》文字，或只作小部分修飾。而《翁稿．經部．易類》常抄錄

書目及序跋等部分內容，且描摹藏書家印章字跡，這與翁氏喜愛並長於金石有

關；另外多釋書名，引用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最多，其次為陳振孫

（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翁稿》俱存，其分纂提要的心血，功不唐

捐，一則以證總纂官總成董理之功、定奪取捨之權；二則可就歷史及文獻事

實，開張翁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貢獻，以貞定其地位與價值。 

 

關鍵詞：翁方綱，《四庫全書》，《四庫總目》，《四庫提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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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蘇齋，1733-1818），順天大興人（今北京大

興）。乾隆年間，曾侍經筵，充日講起居注官，並嘗充江西、湖北、江南、順天

等地鄉試正、副考官，會試同考官、會試試卷磨勘官，以及殿試受卷官、讀卷

官等；又曾為廣東、江西、山東提督學政。在經學、詩學、書志學、金石考據

學，以及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極大的貢獻，成就斐然。1 

    翁方綱四十一歲（乾隆三十八年，1776）時，因留心典籍，見聞頗廣，充

補《四庫全書》纂修官，入翰林院修書；同年，授為翰林院編修。四十四歲

（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原銜充文淵閣校理，又充武英殿繕寫《四庫全書》

分校官，2對於國家學術文化與人才培養，貢獻良多。 

    眾所周知，《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年間，在朝廷主持下編纂的一部大型叢

書，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纂修，費時九年，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

十二月告成，同年《四庫全書總目》3一併完成；其後又陸續抄錄六部，於乾隆

五十二年（1787）全部完成。4其中，翁方綱所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是目

前保存下來數量最多者，極具參考價值。5
 

    《四庫全書總目》是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產生的一部目錄著作，由

著名學者戴震（1724-1777）、邵晉涵（1743-1796）、周永年（1730-1791）、翁方

                                                      
1 翁方綱生平事蹟，詳參李元度：〈翁覃溪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臺北：正中書局，

1981 年），卷四十二；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2 詳參沈津：《翁方綱年譜》，頁 66，頁 102。 
3 詳參崔富章：〈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三

十六卷第一期，2002 年 6 月，頁 2-7，云：「乾隆時期，《總目》傳本先後有：七閣寫本、兩種

稿本以及浙江刻本、武英殿刻本，各本卷端率題『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並無題作『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者。……加『提要』者集中出現在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餘年間。《總目》二百多年

傳播史上，形成過二十幾種版本。其卷端書名，除個別排印本之外，皆題『欽定四庫全書總

目』或『四庫全書總目』，根據名從其朔暨書名以卷端所載為準之著錄條例，我們不得不將『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名排除在外。……所幸六十年代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本，八十年代臺北商

務印書館影印殿本，皆返璞歸真，軌復本初矣。」 
4 關於「四庫七閣」，詳參劉薔：〈「四庫七閣」始末〉，收入《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

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273-293。另可參考陳力：《中國圖

書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 
5 詳參《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0 年 10 月）。相關研究

成果例舉如下：（1）潘繼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收入《中華文史論叢》（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2 月），總第二十五輯。（2）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

目提要》〉，收入《中國圖書文史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91 年 12 月），上篇。（3）鄧

愛貞：〈珍貴手稿．流傳有序〉，《澳門雜誌》19 期，2000 年 11 月。（4）陳先行：〈《翁方

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價值》，《澳門雜誌》19 期，2000 年 11 月。（5）陳棟：〈滬澳出版濠江

藏文獻——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澳門雜誌》19 期，2000 年 11 月。（6）賴貴三：〈翁方

綱纂四庫提要稿．經部．易類〉上下，《中國學術年刊》24、25 期，2003 年 6 月、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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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朱筠（1729-1781）、姚鼐（1731-1815）等人撰寫初稿，總纂官紀昀（1724-

1805）、陸錫熊（1734-1792）在總目協勘官李潢（1746-1812）、任大椿（1738-

1789）等人協助下，進行綜合、修改、補正定稿與分類排比工作，前後歷時二

十餘年，成為我國古代最重要的目錄專著。6在《總目》編纂過程中，首先由纂

修官在輯佚、校閱的同時，為其經手的每種書籍各撰一篇提要。而各纂修官所

經手的書籍繁雜，部類各異，撰寫的提要往往涉及經史子集四部，例如姚鼐、

翁方綱負責校閱各省進呈書籍，所經手書籍不下數百種，所撰提要也都包含

經、史、子、集四部。各纂修官撰寫提要完畢後，集中送到總纂官處，對提要

內容與文字進行考證、修改、潤飾，再按一定的分類體例排纂成編定稿，直至

乾隆六十年（1795），《總目》終於校勘完竣，正式刊刻成書。 

    《欽定四庫全書》七部閣書提要，係據總纂官修改後的《總目》抄寫，按

理二者應該一致；但實際上，閣書提要與《總目》並不完全相同。造成此一現

象的主因，是由於閣書提要抄成在前，《總目》定稿刊刻在後，中間相距十餘

年。在此期間，總纂官對滙總後的提要又進行多次修改，因而使《總目》和閣

書提要多有不同之處。據研究比較，文淵、文溯、文津三閣書前提要與《總

目》對照，「發現兩者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約佔三分之二左右，全然迥異或不

盡一致的約為三分之一」。7《四庫全書總目》是由眾多學者歷時二十年之久編

纂而成，摒空疏尚徵實，反映出清代重漢輕宋的學術傾向。此外，繼承、發揚

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將傳統目錄學推向最後高峰。8 

    翁方綱擅長經學、金石學，且見聞博廣，因而擔任「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

修官」，負責校辦各省進呈書籍；並曾以原銜充文淵閣校理，又充武英殿繕寫

《四庫全書》分校官。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冬，始辭武英殿分校、覆校

事，仍在四庫全書館專辦金石、篆隸、音韻諸書。而翁氏參與《四庫全書》編

纂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其一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推薦入館至四十二年

校閱外省採進之書，其二乾隆五十二年（1789）至五十五年（1790）奉命協助

查閱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四閣抄本錯誤。南京圖書館藏《蘇齋纂校四庫全

書事略》二冊，計五十頁，是研究翁氏參與早期四庫館工作的一部重要資料，

                                                      
6 昌彼得（1921-2011）從武英殿本《總目》和浙江本《總目》差異太大，因此斷言決非出於同

一人之手。他認為武英殿本應由紀昀裁定無疑，但浙江本則疑有他人裁定。且文末初步推測，

「當是紀昀晚年植黨，欲自封學派宗主，且提要多彰忠節之氣，為皇帝所不喜，授意阮元重予

刪訂，在浙江刊刻，將刻年提前，取代殿本之發行，欲泯其跡。」詳參昌彼得：〈武英殿《四庫

全書總目》出版問題〉，收入《中國圖書文史論集（錢存訓先生八十榮慶紀念）》（臺北：正中

書局，1991 年），上篇，頁 119。 

7 詳參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337。另參郭

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 年），頁 216。 

8 誠如余嘉錫（1884-1955）評論《四庫全書總目》：「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

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古今，

辨章學術，高挹群首，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

書，非過論也。」詳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57 年），卷首〈序

錄〉，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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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前有翁氏致程晋芳手札一封。9再者，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典藏翁

氏手稿《覃谿雜稿》，又可從側面窺知翁氏為撰寫提要、校書而作的各種準備。 

    翁方綱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間，分撰將近千

篇的提要稿，數量甚多，這些提要稿是總纂官撰修《四庫全書總目》的底本，

據此底本再行增補或修改，其中亦有部分提要稿幾乎與《四庫全書總目》文字

一致。由此可知，翁氏用力甚多，貢獻卓著，其稿不容忽視，應賦予新評價。 

 

二、《翁方綱纂修四庫提要稿》考述 

 

    纂修並分別撰寫《四庫全書》提要的數十名纂修官中，目前只有以下四人

提要稿得以保存下來：（一）邵晉涵《南江文鈔．四庫提要分纂稿》，載四部書

提要三十七篇。（二）姚鼐《惜抱軒書錄》，收四部書提要八十八篇。（三）余集

（1738-1823）《秋室學古錄》，載有關《詩經》各書提要七篇。（四）翁方綱纂

《四庫提要稿》，收四部書提要凡 996 篇。其中，邵晉涵、姚鼐與余集的提要稿

都是經整理後的刊本，或直接收入文集中，或單獨編成書錄，流傳於世；而惟

獨翁方綱所撰提要稿既未收入翁氏文集，亦未有刻本，故最為稀見珍貴。 

 

（一）《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典藏歷史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以下簡稱《翁稿》）自 1958 年始收藏在澳門何東

圖書館10藏書樓（現屬澳門中央圖書館），至今已近半世紀。此手稿原為近代著

名藏書家吳興劉承幹（1882-1963）嘉業堂中物，1942 年 10 月流入張叔平

（1898-1970）11之手，張氏隨即賣給朱鴻儀；12至 1945 年 5 月，張氏使用手段

又將《翁稿》等一批珍貴古籍從朱氏手上索回。至 1950 年，轉歸葡人 José 

                                                      
9 此書札錄見於沈津：《翁方綱年譜》，頁 67-68。 

10 澳門何東圖書館原為港澳知名商人何東爵士的別墅，1955 年何東爵士於香港病逝後，遺囑轉

送澳門政府並專作圖書館用途；1958 年 8 月 1 日對外開放，為澳葡政府首間中文圖書館。 

11 案：張叔平，原名振鋆，字次銓，號叔平，別號子羽，晚號蜷廠，湖南長沙人。晚清學部大

臣、教育家張百熙（1847-1907）文達公之子，原在航空署任秘書，抗戰後曾任國民黨第三戰

區駐上海聯絡處長。 

12 案：朱鴻儀，字嘉賓，江蘇金壇人，時任上海億中銀行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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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 Braga13 所有，1958 年又轉售給澳門何東圖書館。根據《翁稿》內有關文

字和藏印，14可知此稿的流傳狀況：翁方綱→南海伍崇曜粵雅堂→貴池劉世珩

聚學軒→南潯劉承幹嘉業堂→朱嘉賓→張叔平→葡萄牙人 José Maria Braga→何

東圖書館。15《翁稿》輾轉多手，倖存於今，後學得以觀覽，實為一大幸事。 

《翁稿》典藏於澳門何東圖書館數十年，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該館歸澳

門文化學會（今之文化局）管理，才大量招聘人手，擴充圖書館服務。1988 年

該館技術員沈振輝發現館中藏有嘉業堂藏書，然未敢貿然確定，遂由該館鄧愛

貞攜部分複印本送往上海圖書館與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由專家檢視，已故前上海

圖書館館長顧廷龍（1904-1998）認為此稿應是原本無疑，但浙江省圖書館何槐

昌則因「此書上無劉承幹印鑑」，持存疑態度，他在信中說道： 

 

      ……展目（何東圖書館八九年新閱覽室開幕典禮書籍目錄展覽）的第一 

      部分，即原嘉業堂藏書樓所藏古籍十六種，大部分我館也有收藏，且在 

      全國也不屬少見，幾種抄校本確實珍貴。其中《欽定四庫全書．桯史》 

      是屬四庫南三閣本，很可能就是我館珍藏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散失的 

      零種。北四閣本，書品、字體均比南三閣本大，且卷端蓋的璽印均為閣 

      名，即「文淵之寶」「文津之寶」。卷端蓋「古稀天子之寶」即是文瀾、 

      文宗、文匯三部。《翁覃溪先生四庫提要手稿》影印件上有「貴池劉子」 

      「曾經貴池南山村劉氏聚學軒藏」二印，此印為貴州劉世珩藏書印，劉 

      為清末大藏書家，藏有珍本孤本不少。此書上無劉承幹印鑑，是否為嘉 

      業堂藏書是可疑的。以上意見僅供參考，不一定正確。16 

 

何昌槐的分析意見不無道理。後來將複印本再送已故華東師範大學周子美鑑

                                                      
13 案：José Maria Braga 為「最優秀的澳門及葡萄牙在東方回顧史學家」及「東南亞殖民史的權

威」，太平洋戰爭期間曾旅居澳門。 

14 筆者曾檢視全稿所見典藏鈐印，計有：「何東圖書館」正方陰、陽文篆印，「張叔平」正方陽

文篆印，「世珩審定」正方陽文篆印，「貴池劉子」正方陰文篆印、「劉蔥石臧」正方陽文篆

印，「吳正有號」楷書長方陽文戳記，「文淵閣校理印」正方陽文篆印，「朱韶」正方陽文篆

印，「聚學軒物」（案：「聚學軒」為劉世珩（1875-？）書齋名。劉氏，貴池南山村人，字蔥

石、季芝，號聚廎、聚卿、繼盦、貴池學人、枕雷道士等。）正方陰文篆印，「吳正裕號」楷

書長方陽文戳記，「嘉賓藏書」長方陽文篆印，「朱嘉賓」正方陽文篆印，「校書天祿」長方陽

文篆印等，可資鑒定的憑據。 

15 另可參考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125。 

16 詳參鄧愛貞：〈珍貴手稿，流傳有序〉，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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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周氏當年曾為劉承幹編校古籍，編有《嘉業堂鈔校本目錄天一閣書經見

錄》一書。經他鑑定，確定此書為真本無疑。當時已屆九十五高齡的周氏在信

中云： 

 

      此書確為劉氏珍藏翁方綱手稿本，極為名貴。其所以沒有加蓋劉氏嘉業 

      稿本珍藏圖章緣故，因此書裝訂為冊頁式，與普通本子不同；當時有人 

      主張嘉業堂刊入叢書（後來沒有實現），並且此書式樣特出，所以沒有加 

      蓋嘉業堂收藏圖記。至於所印劉世珩圖記，那是另一個姓劉的收藏家。 

      劉世珩與嘉業堂主人劉承幹本為好友，也許此書由劉世珩轉讓與劉承幹 

      的，此其一。其次在上海淪陷以後，劉承幹將大部分藏書設法出售，而 

      張叔平即買到劉氏此書，張為前清學部大臣張百熙的小兒子，他買嘉業 

      堂書是想謀利，這書是他買去的一部，但不久即抗戰勝利了，後來張叔 

      平又轉售與他人，但印上了「張叔平」的圖章。也可了解這圖章是張氏 

      買此書的證據，此其二。……但此書無論如何，價值的珍貴是愈來愈高 

      的。17 

 

至此，《翁稿》存於澳門才大白於世。周氏在信中並言及，在復旦大學有他當年

請人抄寫的翁氏《四庫提要手稿》副本一份：「此書我在嘉業樓工作時曾請人抄

出一部，這抄本後來劉氏售與復旦大學圖書館，館員潘維明曾寫過一篇論文登

出『圖書館學研究』刊物上，可以參考一下。」 

《翁稿》既經鑑定為真蹟，遂委託上海圖書館副館長王世偉、古籍部主任

陳先行協助整理及出版，並送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刷裝訂，而由上海科學技

術文獻出版社於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封面為澳門當代書法家林近

題籤，責任編輯為陳先行。《翁稿》實為現存提要分纂稿中數量最多的，且為纂

修《四庫全書》中的原始文獻，極具珍貴的學術及史料的研究價值，此書之問

世，為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資料，實是學術界一大幸事。據陳先行〈影印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弁言〉說： 

 

原稿翁方綱未曾釐次，入藏嘉業堂後，劉氏曾請門人施韻秋氏整理抄寫 

                                                      
17 詳參鄧愛貞：〈珍貴手稿，流傳有序〉，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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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過，抄本分二十五卷，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18 

 

可知當時劉承幹曾請人抄寫《翁稿》，而此副本今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潘繼安

在〈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中云： 

 

      劉氏喜刻書，而此稿則未付梓，僅命其圖書館理員施維藩（韻秋）傳錄

副本一部。傳錄時在篇幅方面，有所收縮，原來字大行疏者，一變而為

字小行密，於是遂由原來的一百二十五冊，縮為十二冊。現劉氏所藏的

珍本圖書已散，翁氏《提要稿》原本已下落不明。其副本為復旦大學教

授王大隆（欣夫）所得，載於其所著《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中。王氏

得此副本後，以此稿向未刊行，援倩其友人將其中的九百九十六篇提要

稿一一抄出，並準備重編為「四庫著錄」、「存目著錄」「四庫與存目皆未

著錄」三類，標點刊行之。惜王氏方欲著手編纂，即嬰疾逝世。今此副

本及王氏倩友從副本中抄出之提要稿，均珍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19 

 

潘氏此篇論文發表於 1983 年，當時尚未鑑定《翁稿》是否真為原本。故潘氏以

為《翁稿》原本已下落不明。不過潘氏亦提及由施韻秋抄寫的副本，本由王大

隆所得，後又再抄出第二部副本，現均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可資參考。 

 

（二）《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撰寫時間 

 

    翁方綱撰寫提要稿的時間，潘繼安認為： 

 

      始於 1773年 4月（清乾隆三十八年三月），終於 1778年 5月前後（清乾 

      隆四十三年四、五月間），歷時足有五年之久。但翁氏自 1776 年 11月 

      （清乾隆四十一年十月）起，充任文淵閣校理，又充武英殿繕書處分校 

      官，次年，又承修《明紀綱目》、《音韻述微》、《續通志》等書，又兼武 

      英殿繕寫外覆校。翁方綱在這五年中的後二年，雖然名義上仍是校辦各 

      省送到遺書纂修官，而實際上有很多時間已用在其他方面。故翁氏之提 

                                                      
18 詳參陳先行：〈影印《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弁言〉，頁 19。陳氏又將原稿與抄校本校核，比

較異同，可供參考。 

19 詳參潘繼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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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稿當作於這五年中的前三年。20 

 

潘氏認為翁方綱撰寫提要的時間應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一年

（1776）這三年間。陳先行則有不同意見： 

 

      翁方綱參與《四庫全書》編纂工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在乾隆三十

八年被推薦入館至四十二年（《翁稿》落款的最晚年代）校閱外省採進之

書，二是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奉命協助查閱文淵、文源、文津、

文溯四閣抄本錯誤。 

 

陳氏以《翁稿》落款的最晚年代推測翁方綱撰寫提要的時間，應是始於乾隆三

十八年（1773），終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此當是比較正確的時間。然潘氏

之推測亦有可資參考之處，筆者認為翁方綱在撰寫提要期間，雖同時兼有其他

工作，但不妨礙提要撰寫工作繼續進行，潘氏之論也許只是表達翁氏撰寫提要

的時間，「集中」在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一年這三年間而已。 

 

（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體例與內容 

 

翁方綱在四庫館修書的五年間，校閱從各省徵集圖書，隨校隨記，寫成各

省所進書的提要底稿 996 篇，繆荃孫（1844-1919）《藝風堂文漫存．跋翁覃溪

分撰提要稿本》，曰： 

 

      大興翁覃溪閣學，於四十四年入館為纂修，閱時久遠，幾及十載，所撰 

      草稿流傳粵東，今歸劉君翰怡，共計簿目都一千餘種。每條皆有提要， 

      於一書之中復羅列卷數及卷中子目，與夫何時刻本、收藏印記、前人題 

      跋，並甄錄無遺。閣學墨蹟世所珍重，今翰怡獲此鉅編，其寶愛為何 

      如？21  

 

《翁稿》是一部合校書筆記、隨筆雜鈔，乃至繕錄說明等內容的稿本，原稿所

                                                      
20 詳參潘繼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述略〉，頁 215。 

21 詳參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據民國間排印本影印），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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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各書，有的除撰寫提要外，還抄錄其書篇目、序跋以及部分內容，隨筆所

及，有評論，有記事，多存書林掌故，甚至摹寫藏書家印章字跡；有的則記載

較略，每書僅撰提要稿一篇，更甚者則僅略記數語，或言該書抄錄時注意事

項，或說明其書不應校閱的理由，而未撰寫提要。較之邵晉涵、姚鼐、余集等

三家提要稿，《翁稿》更直接反映當年纂修官校書時撰寫提要的實際情形。 

關於《翁稿》冊數，劉承幹購進時為 24 箱，每箱 6 冊，當為 144 冊，然劉

氏《嘉業堂鈔校本目錄》卻著錄為「稿本，一百五十冊」，而澳門何東圖書館一

1958 年之登錄簿上也清楚地記載為「一百五十冊」。22此二處所記冊數與當時所

購尚多六冊，想為重新裝訂之故。至於潘繼安所云「一百二十五冊」，疑非全

稿。雖然《翁稿》中所載各書並未每種都撰寫提要稿，而其中所載提要稿篇數

仍有 996 篇之多，已將近 1000 篇。由於翁方綱是隨校隨撰寫，未加詮次，故其

編次不免凌亂無序。潘繼安將各篇提要稿略依四部分類，計得經部書提要稿

180 篇、史部書提要稿 221 篇、子部書提要稿 177 篇、集部書提要稿 418 篇，

合計為 996 篇。這些提要稿基本上是每種書撰寫一篇，但亦略有因各省所進之

本原係二種書合刊，因而翁氏遂合寫為一篇者，因此這 996 篇提要稿所包含之

書，不止 996 種，而實有 1001 種，尚有未撰提要稿而僅略記數語之書多種。23 

《翁稿》中 1001 種書，見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定稿的《四庫全書總

目》的有 854 種，其餘的 147 種則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翁稿》中每篇

提要稿的篇幅，多半比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定稿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稍為簡短，因為《翁稿》係初稿，而《四庫全書總目》則已經紀昀等人增修潤

飾，故益臻詳盡。 

在《翁稿》記錄 1001 種圖書中，有 178 種《四庫全書》未著錄，其中除因

內容乏善或卷帙不完等原因刪削外，更多是因「違礙」而遭禁毀。在《翁稿》

中，有近 30 種書的書名上註有「毀」字，又有若干種書其書名上註有「酌」

字，因翁方綱在校閱各書時，在某些書中發現違礙字句，翁氏就在這些違礙字

句所在書頁黏貼簽記，等待總纂官覆核後再處理。對於那些肯定要撤毀的書

籍，則在該書上註明「毀」字，暫時未能肯定而需斟酌者，則在書名上註明

「酌」字。由於《翁稿》撰成年代較早（約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 5 月以

                                                      
22 轉引自沈津：〈翁方綱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 125。 

23 詳參潘繼安：〈記翁方綱四庫全書提要（未刊）稿〉，《圖書館雜誌》總第 4 期（1982 年 11

月），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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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當高宗下令查辦禁書的初期，此時禁令尚未若後來的嚴密，故《翁稿》

1001 種提要稿中註有「毀」字之書僅 30 部左右。此後隨著禁令愈趨嚴密，禁

毀的範圍愈加擴大，《翁稿》中所記各書被列為禁書的也就愈來愈多，遠超過書

名上註有「毀」字的 30 餘種。潘繼安將《翁稿》中所載的 147 種四庫未收書，

與《清代禁毀書目（補遺）》、《清代禁書知見錄》、《索引式的禁書目錄》三書一

一核對，發現只有 78 種書見於此三書中，其餘 69 種則未見載。24可見，這三

部禁書目錄均不完整，尚不及《翁稿》多存清乾隆前舊籍之名；而這 147 種禁

書的提要稿，可略窺這些已不存於世之書的內容梗概。因此，《翁稿》不僅可作

為對勘紀昀《四庫全書總目》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可以補各種清代禁書目錄的

遺漏，為禁毀書的研究提供新資料。 

胡思敬（1870-1922）《退廬全集．跋翁蘇齋手纂四庫全書題要稿本》云：

「蘇齋此稿多至一千餘種，博於南江數倍，然大半言金石者居多。金石為蘇齋

專家，稿中所著錄雖不盡為文達所取，必無門戶黨爭之見。」25胡氏云「大半

言金石者居多」似為未當，金石類屬於史部，而《翁稿》史部計 221 篇，而集

部數量最大，共 418 篇，較史部多出 197 篇。 

陳先行分析《翁稿》，認為有下列四方面的價值：1.札記的功用。2.版本、

目錄、校勘精審。3.案語對編纂《四庫》取捨的影響與分歧。4.案語與《四庫總

目》提要的異同。26《翁稿》作為纂修《四庫全書》中的原始文獻，包含豐富

的史料，所涉及的學術領域廣泛，其所載之書達 1000 種以上，份量較邵晉涵、

姚鼐、余集三家提要稿的總和還要超出數倍，內容十分豐富，且最能保留《四

庫全書》草創階段原貌，其學術價值實在邵、姚、余三家提要稿之上。 

 

三、《翁方綱纂修四庫提要稿》較論 

——以《經部．易類》為例 

 

    翁方綱碩學鴻裁，分纂四部提要稿共 996 篇，其中經部提要稿 180 篇，而

                                                      
24 詳參潘繼安：〈記翁方綱四庫全書提要（未刊）稿〉，頁 62。 

25 詳參胡思敬：《退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 年），卷六，頁 340。 

26 詳參陳先行：〈《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的價值〉，頁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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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類提要稿 85 篇，幾達半數。《翁稿．經部．易類》，《四庫全書總目》著

錄者 22 種、存目著錄者 61 種，以及未見著錄者 2 種，總共 85 種，翁氏都以行

書親繕底稿，對於歷代《易》學源流發展，體會深厚，評騭各家《易》學得失

優劣，可以鑒證翁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易》學造詣與價值。27 

 

（一）《翁稿．經部．易類》內容 

 

《翁稿．經部．易類》提要稿凡 85 種，計有宋本 11 種、元本 8 種、明本

46 種、清本 20 種，以明本佔最多。其中，22 種著錄於《總目》，計宋本 8 種、

元本 6 種、明本 7 種、清本 1 種。 

宋本 8 種，翁氏以為應刊抄者 2 種，（「或刊或抄」、「刊刻」各一），不應存

目者 1 種（「不應遽存其目」），其餘 4 種存目即可（「存目」一、「姑存目」二、

「應存目」一），另有一種翁氏未表示明確意見，然總纂官未盡採翁氏建議，宋

本 8 種全部著錄。元本 6 種，翁氏認為「應抄存」者 3 種、「應存目」者 3 種，

總纂官亦未盡採納翁氏意見，6 種全部著錄。明本 7 種，翁氏建議「應抄存」

者只 1 種，其餘則「應存其目」，總纂官則全部著錄，觀點明顯不同。清本 1

種，翁氏認為「應存目」，總纂官則著錄，意見相左。 

《翁稿．經部．易類》61 種存目於《總目》，共計宋本 3 種、元本 2 種、

明本 38 種、清本 18 種。宋本 3 種，以為「應抄存」、「應刊刻並行」、「存其

目」，而總纂官僅存其目，不盡採納翁氏意見，觀點顯然不同。元本 2 種「僅存

其目」，總纂官都採納了。明本「應存其目」者 15 種，其中「應著其妄」、「應

著其謬」者各一；「存其目」一（本書「毋庸」，後刪去）；「或存其目」、「亦存

其目」共九；「酌存其目」三，其中「應著其妄」一；「姑存其目」五；「僅存其

目」二；「毋庸存目」一，「不應存目」二。翁氏以為明本應存目者共 35 種，不

應存目者僅 3 種，總纂官都存目著錄，多數採納翁氏意見。清本「應存其目」

者六、「酌存其目」者四、「姑存其目」者三、「或僅存目」者二、「或亦附存其

目」者二，共 17 種總纂官都存目照用；而「似毋庸存目」者一，總纂官卻也納

入存目。另外有 2 種未見於《總目》，其中明本 1 種、清本 1 種，這 2 種翁氏皆

認為應「存目」，但總纂官皆未著錄或存目，排除在《總目》之外。 

《翁稿．經部．易類》提要共計 85 種，翁方綱認為其中應刊刻者只 3 種：

《周易注》、《周易古占法》、《周易繫辭精義》，且這 3 種均為宋本。應抄存者 5

                                                      
27 詳參賴貴三：〈《翁方綱四庫提要稿．經部．易類》考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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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宋本《方舟易學》、元本《周易集傳》、元本《讀易考原》、元本《周易爻變

義蘊》、明本《陸氏易解》。總計應著錄於《總目》者共 8 種，毋庸存目者 3

種：明本《易象解》、明本《周易旁注會通》、清本《周易闡理》，其餘 74 種皆

存目。而《總目》著錄了 22 種，存目 61 種，剩餘 2 種摒於《總目》之外。可

見，翁方綱的著錄標準似乎較總纂官更為嚴格。 

 

（二）《翁稿．經部．易類》特色 

 
《翁稿．經部．易類》特色，筆者歸納為以下四點： 

 

1.抄錄書目及序跋等部分內容 

 

例如元代陳應潤《周易爻變義縕》四卷一篇中，翁方綱除抄錄書目卷次

外，尚節錄陳應潤之自序；又如宋代趙汝楳《易序叢書》十卷，翁方綱先錄其

序，接著又列其書目。翁氏抄錄書目及部分序跋內容，可使讀者更容易且快速

知曉該書內容大較。 

 

2.描摹藏書家印章字跡 

 

翁方綱身為當代金石大家，自然十分留心藏書家之印章，撰入提要稿中，

如宋代岳珂刊本《周易注》云：「每卷後有『相臺岳氏刻梓荊谿家塾』十字亞形

方印。」又如宋代陳瓘《了齋易說》云：「是書前有山陰祁氏、秀水朱氏諸印，

當是收藏舊本。」或於書頁邊緣註記，如宋代蔡淵《周易卦爻經傳訓解》眉批

手描「寶田堂書畫記」藏書印記；元代胡震《周易衍義》天頭手描「欈李曹氏

收藏圖書記」，書題右欄有手描「曹溶」印記；明代陳士元《易象鉤解》題名旁

手描「周雪容家藏書」圖記一方；明代楊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眉批上描

「繡谷」橢圓隸書陽文印記；明代洪啟初《易學管見》下描「竹垞」橢圓陽文

篆印與「因之」、「壬辰會元」長方陽文篆印。翁方綱發揮金石專長，仔細描摹

各書藏書家印記，有助於了解原書主人與流傳歷史。 

 

3.多釋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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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稿．經部．易類》提要中，常見書名之解釋與由來，諸如《周易辨

錄》，取〈繫辭〉「困，德之辨也」一語，以名其書。《易象鉤解》，嘗著《易象

彙解》二卷，復舉其未盡之意，著為此書，引物旁通，故名「鉤解」。《易義古

象通》，是書用注疏本止上下經，前有《明象論》八篇，大意謂文、周之

《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于漢魏晉唐諸人所論象義，取

其近正者，故名曰「古象通」，而冠以「《易》義」，言即象以通義也。對於比較

特殊書名，翁方綱多會解釋其書名由來與意義。若有書名與實際內容不相符

合，翁氏亦會直接點明而有所評論，如明代何楷《古周易訂詁》，云：「是其書

名曰《古周易》，而其卷內體例初不盡符於古本矣。」明代姚文蔚《周易旁注會

通》，云：「此書於《旁注》既無增損，而加以『會通』之名，本不足道；即其

於古經篇次，尚不悉其源流，則殊可異也。」明代程汝繼《周易宗義》，云：

「以朱子《本義》為宗，故以『宗義』名書。然其中與朱子異處頗多，且用注

疏本，亦與《本義》不同。」翁方綱纂寫提要多釋該書書名，且頗注重「名實

相副」，若覺「名實不副」，則提出己見加以評論。 

 

4.多引朱彝尊《經義考》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翁稿．經部．易類》提要中，常引書目以證真偽及存佚，所徵引資料甚

多，其中以徵引朱彝尊（1629-1709）《經義考》次數最多，其次為陳振孫

（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或引證或辨證。《經義考》為我國書目上卷數

最多之一部巨著，共三百卷，以記載經學之書籍為主，統考歷代經義之目，所

集關於經學之書，非常宏富，至於朱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然以

其囊括千古，引證既博，難免有所疏失與遺漏。乾隆末年，翁方綱撰《經義考

補正》十二卷，28凡 1088 條，以補《經義考》缺略與訛誤，頗受學者肯定。 

 

輾轉多手而尚存於今的《翁稿》，具有圖書文獻學的珍貴價值，更由於翁氏

書藝卓絕，又精於版本，善於校勘，於所著錄《經部．易類》各種善本，都能

詳實記錄藏家版式，或考述徵信，或評論得失，提供給學者難得的考證資料。

中國歷代《易》學名家及其著作的概況與評價，亦可藉由《翁稿》一窺此中堂

奧。《翁稿》所涉領域廣及經、史、子、集，然單就《翁稿．經部．易類》即可

                                                      
28 案：翁方綱：《經義考補證》，〔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濟南使院刻本，今有民國十三年

（1924）上海博古齋石印《蘇齋叢書》本、《粵雅堂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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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翁氏博學多聞、考證精審、對《易》學的深厚造詣，亦足見翁氏之金石與書

藝的非凡功力，不愧為當代之通儒。 

 

（三）《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易類》與《四庫全書總目》比較表 

 

《翁稿．經部．易類》提要總 85 篇，《四庫全書總目》著錄者僅有 22 篇，

存目於《四庫全書總目》者 61 篇，2 篇不見於《總目》。試製表比較如下： 

 

1.《翁稿》22篇著錄於《總目》之比較 

 

書名 
《翁稿》

字數 

《總目》

字數 

《翁稿》

文字納入

率 

二者異同 備註 

周易注 236 905 皆未納入 完全不同  

陸氏易解 545 509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了齋易說 515 448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總目》作

《了翁易說》 

周易古占

法 
532 445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郭氏傳家

易說 
1161 489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南軒易說 888 371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楊氏易傳 416 645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西谿易說 204 403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周易卦爻

經傳訓解 
376 420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總目》作

《周易經

傳訓解》 

周易傳義

折衷 
207 421 部分納入 頗有出入 

《總目》作

《周易程朱

傳義折衷》 

周易衍義 329 355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周易集傳 547 541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讀易考原 301 398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周易圖說 298 779 少部分納 頗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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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周易爻變

義縕 
890 653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周易辨錄 187 289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象鉤解 185 670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周易集註 503 619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讀易紀聞 252 347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易義古象

通 
213 298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周易像象

述 
325 354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古周易訂

詁 
295 414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作者籍貫

為何，二

者有不同

意見 

 

以上 22 種，《總目》大多較《翁稿》為詳，因其中有 15 種《總目》篇幅較大，

可推知《總目》以《翁稿》為底本，再勘酌損益、修潤文字，故較《翁稿》明

達通順。至於《翁稿》文字「大致納入」者七，「約半納入」者二，「部分納

入」者三，「少部分納入」者九，「皆未納入」者一。由此可知《翁稿》文字幾

乎都被納入《總目》中，只是所占比例多寡不一。而整體來說，《翁稿》與《總

目》「大致相同」者五、「約半相同」者四、「部分相同」者二、「頗有出入」者

十，「完全不同」者一。 

 

2.《翁稿》61篇存目於《總目》之比較 

 

書名 
《翁稿》

字數 

《總目》

字數 

《翁稿》

文字納入

率 

二者異同 備註 

方舟易學 412 634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周易繫辭

精義 
535 100 皆未納入 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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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序叢書 1318 242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大易法象

通贊 
985 501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大易鈎玄 570 455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總目》作

《學易舉隅》 

周易旁注 202 197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易傳撮要 106 177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總目》作

《石潭易傳

撮要》 

周易說翼 111 123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經大旨 94 88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古易考原 346 134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易象解 159 162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周易古經 135 249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周易不我

解 
314 407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辨 277 218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顧氏易解 313 239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周易古今

文全書 
1202 445 約半納入 大致相同  

六爻原意 142 340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大象觀 403 217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今易詮 459 299 約半納入 大致相同  

易象通 183 672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易經兒說 133 165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易會 101 273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易領 247 87 約半納入 大致相同  

易領 82    

《翁稿》

此篇可視

為上篇

《易領》

之節本。 

周易旁注

會通 
367 155 約半納入 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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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笛子 204 175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總目》

作《周易

鐵笛子》 

周易宗義 248 231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易芥 134 159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重訂易學

說海 
331 124 部分納入 大致相同  

易學管見 138 89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風姬易溯 110 161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學統此

集 
95 104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經小傳 182 249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疏 195 179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周易廣義 104 122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十願齋易

說 
209 226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易經說意 88 105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讀易略記 148 178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點易丹 142 182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總目》

作《桂林

點易丹》 

原易 87 60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讀易蒐 187 181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周易明善

錄 
78 171 約半納入 部分相同  

麗奇軒易

經講義 
57 90 約半納入 約半相同  

周易起元 102 574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易大象說

錄 
180 158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周易惜陰錄 126 121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周易存義

錄 
86 47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義旨無別 

周易惜陰

詩集 
129 124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易宮 235 237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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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闡理 184 511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象數鉤深

圖 
102 256 皆未納入 完全不同 

《總目》

作《易象

數鉤深

圖》 

易鏡 119 83 約半納入 大致相同  

易經碎言 92 162 大致納入 約半相同 

《總目》

作《易經

粹言》 

周易錄疑 150 119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周易錄疑 62 119    

易貫 209 215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象約言 1164 212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易經提要

錄 
100 111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易經輯疏 126 124 
少部分納

入 
頗有出入  

周易象訓 267 212 大致納入 大致相同  

讀易隨抄 112 120 部分納入 部分相同 

《總目》

作《讀易

隨鈔》 

 

以上 61 種，但《易領》與《周易疑錄》二書，《翁稿》各題二篇提要，而《總

目》只各一篇提要，故實際上是 59 篇《翁稿》與《總目》之比較。其中《翁

稿》文字「大致納入」者二十七、「約半納入」者十二、「部分納入」者十、「少

部分納入」者八、「皆未納入」者二，以「大致納入」者佔最多。此 61 種存

目，《翁稿》較多且完整被納入，常有整段文字一字不改納入《總目》中。整體

而言，《翁稿》與《總目》「大致相同」者二十七、「約半相同」者十二、「部分

相同」者十、「頗有出入」者八、「完全不同」者二。 

    由以上二表格可看出《翁稿》文字納入《總目》大略情形，而《總目》基

本上以《翁稿》為本，再從中修潤增損、統整體例。《翁稿》著錄 22 種中，總

纂官修潤增損文句痕跡較明顯，常錯落修飾《翁稿》文字以求更加暢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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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稿》存目 61 種中，總纂官修潤增損文句痕跡較不明顯，往往直接納用《翁

稿》文字，或只作小部分修飾。故從以上二表可知另一客觀現象：22 種著錄書

提要，《翁稿》與《總目》字數均較多，可推知其篇幅較大敘述較完整；61 種

存目提要字數相對較少，可推知內容簡省許多。 

 

四、結論 

 

（一）大興翁方綱是清代乾嘉時期重要的學者，得乾隆皇帝「學問甚好」

的讚譽賞識，蓋其學問有根柢，以古人為師，以質實為本，自成一家。無論是

在經學、詩學、書志學、金石考據學，以及書法藝術等方面，都有極大的貢

獻，成就斐然。因翁氏留心典籍，見聞頗廣，故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始

編纂《四庫全書》，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全書總目》完成，翁方綱始

終是重要參與者，其具體職務是「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而四庫全書纂修

官當年所撰「提要分纂稿」，現今流傳下來的僅有邵晉涵《南江文鈔．四庫全書

提要分纂稿》、姚鼐《惜抱軒書錄》、余集《秋室學古錄》，以及翁方綱《四庫提

要稿》，其中翁氏所存達 996 篇，居四者之冠。翁氏分撰將近千篇的提要稿，數

量甚多，承擔大量的工作，而紀昀則從事「一手刪定」、「總其成」的重要工

作。《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既未收入翁氏文集，亦未有刻本，故最為稀見。

《翁稿》是一部合校書筆記、隨筆雜鈔，乃至繕錄說明等內容在內的稿本，原

稿所載各書，有的除撰寫提要外，還抄錄其書篇目、序跋以及部分內容，隨筆

所及，有評論，有記事，多存書林掌故，甚至摹寫藏書家印章字跡；有的則記

載較略，每書僅撰提要稿一篇，更甚者則僅略記數語，或言該書抄錄時注意事

項，或說明其書不應校閱的理由，而未撰寫提要。較之邵晉涵、姚鼐、余集三

家提要稿，《翁稿》更直接反映當年纂修官校書時撰寫提要的實際情形。作為纂

修《四庫全書》中的原始文獻，《翁稿》極具珍貴的學術及史料的研究價值，此

稿已複印出版問世多年，為研究者提供不可多得的新資料。 

（二）《翁稿》中 1001 種書，見於乾隆五十七年（1792）定稿的《四庫全書

總目》者有 854 種，其餘 147 種則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未收。潘繼安將《翁

稿》中所載的 147 種四庫未收書，與《清代禁毀書目（補遺）》、《清代禁書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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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索引式的禁書目錄》三書一一核對，發現只有 78 種書見於此三書中，其

餘 69 種則未見載，可見這三部禁書目錄均不完整，尚不及《翁稿》之多存清乾

隆前舊籍之名。這 147 種書的提要稿，實即清代禁書的提要稿，從這些提要稿

中，可略窺這些已不存於世之書的內容梗概。所以翁方綱所纂提要稿，不僅可

作為對勘《四庫全書總目》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可以補各種清代禁書目錄的遺

漏，為禁毀書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翁稿》中每篇提要稿的篇幅多半比乾隆五

十七年（1792）年定稿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稍為簡短，因為《翁稿》係初

稿，是總纂官撰修《四庫全書總目》的底本，而《四庫全書總目》則已經增修

潤飾，故益臻詳盡。其中亦有部分提要稿幾乎與《四庫全書總目》文字一致。

故不論是參與《四庫全書》纂修，或實際撰寫提要底稿，作為《四庫全書總

目》的原始材料，翁方綱均用力甚多，貢獻卓著，應重新給予學術評價。 

（三）《翁稿》可說是翁方綱校閱外省採進書時寫下的札記與案語，除了有

札記的功用外，亦可由此一窺翁氏在版本、目錄、校堪方面所作的工作，且其

案語對編纂《四庫》取捨的影響與分歧，或案語與《四庫總目》提要的異同，

皆是可進一步研究討論的範圍。《翁稿》共 996 篇，其中經部提要稿占 180 篇，

《易》類提要稿即有 85 篇，幾達半數。翁氏對於歷代《易》學源流發展，體會

深厚，評騭各家《易》學得失優劣，可以鑒證翁氏不凡的《易》學造詣。《翁

稿．經部．易類》計有《四庫全書》著錄者 22 種、存目著錄者 61 種，以及未

見著錄者 2 種，都是翁方綱以行書親繕的底稿，具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的價值。此 85 種書中，翁方綱認為其中應刊刻者只有 3 種：《周易注》、《周易

古占法》、《周易繫辭精義》，且這 3 種均為宋本。應抄存者 5 種：宋本《方舟易

學》、元本《周易集傳》、元本《讀易考原》、元本《周易爻變義蘊》、明本《陸

氏易解》。總計應著錄於《總目》者共 8 種，毋庸存目者 3 種：明本《易象

解》、明本《周易旁注會通》、清本《周易闡理》，其餘 74 種皆存目。而《總

目》著錄了 22 種，存目 61 種，剩餘 2 種摒於《總目》之外，由此可推測翁方

綱著錄標準似乎較總纂官更為嚴格。 

（四）《翁稿．經部．易類》常抄錄書目及序跋等部分內容，且描摹藏書家

印章字跡，這與翁方綱喜愛並長於金石有關；另外亦多釋書名，多引朱彝尊

《經義考》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總目》基本上以《翁稿》為提要文

本，再從中修潤增損、統整體例，並非別有撰稿，只有極少數另外撰稿。此

外，經由比較，《翁稿》著錄 22 種中，總纂官修潤增損文句痕跡較明顯，常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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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修飾《翁稿》文字以求更加暢達。而《翁稿》存目 61 種中，總纂官修潤增損

文句痕跡較不明顯，往往直接納用《翁稿》文字，或只作小部分之修飾。今

《翁稿》俱存，可證總纂官有總成董理之功、定奪取捨之權；然除總纂官的貢

獻外，各分纂官背後努力的心血結晶，應就歷史及文獻事實，給予應得的歷史

地位與學術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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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正祖李祘《周易講義．總經》君臣對論《易》學平議 

Comments about Zheng-Zu Li Suan of Joseon Dynasty to Ask 

and Discuss the Topics of Yi-jing with the Confucians 

 

賴貴三 

 

提  要 

 

    朝鮮王朝（1392-1897）正祖（1777-1800）李祘（1752-1800）時期的《周易

講義》，並非朝臣儒士對正祖講解《周易》的文獻，而是正祖提出《周易》的相

關問題，君臣之間以策問的形式交流討論。因此，本文首先探討《周易講義．總

經》的性質及其相關問題；其次，進行內容述評，以及揭示其中所反映的詮釋傾

向，經由分析討論，得知《周易講義．總經》17則條問中，幾乎涵蓋《易》學「兩

派六宗」的各個面向。而從 17則問對的內容平議中，可以反映出當時朝鮮《易》

學的四種現象：（一）《周易講義．總經》內，約三分之一的問題集中在「圖書」

《易》學上，顯示當時「圖書」《易》學頗為盛行。（二）朝鮮儒士尊奉朱子學說

為圭臬，認為朱子《易》學「非後生淺學所敢遽議」。（三）正祖並不完全依照朱

子的觀點釋《易》，一方面常引用「先儒」之說質疑朱子；另一方面，在卦爻辭

取象上，似乎更偏向於漢儒的說法。（四）由於當時朝野儒士常論及康熙朝理學

大儒李光地（1642-1718）的思想學說，可見朝鮮與清朝的學術交流頗為頻繁。綜

合言之，透過《周易講義》文臣、儒士的問答條對，可見朝鮮朝野對於《周易》

多有深湛的造詣與深刻觀點，可以作為清朝與朝鮮兩國學者間討論比較的參考。 

 

關鍵詞：朝鮮王朝，正祖李祘，《周易講義‧總經》，《易》學，實學。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本論文獲得韓國「茶山學術文化財團」國際協

力研究課題：「從東亞的經學傳統看茶山丁若鏞的《周易》思想」2018 年第 2 期研究經費之補

助。（This paper was sponsored by the Global Research Network Program of Dasan Cultural 

Foundation：” Tasan Cheong Yakyong's Thought of Zhou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ast A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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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正祖李祘（1752-1800），字亨運，號弘齋，自號「萬川明月主人翁」，為朝鮮

王朝第二十二代君主，在位 24 年（1777-1800），當時中國正值清朝乾隆、嘉慶

盛世，二國政治、學術、文化、經濟等交流密切而頻繁，互動影響篤實且深遠。

正祖以學識淵博、作風開明、仁愛親民與富於改革精神著稱於世，被譽為「聖仁

明君」。此外，好學能文，有 184 卷《弘齋全書》傳世，也是朝鮮王朝唯一留下

個人全集的君主，與其祖父英祖（1724-1776）李昑（1694-1776）統治時期被後

世合稱為「英正時代」（1724-1800），而在正祖主政時達到顛峰。 

    正祖發揚朝鮮儒家文化，士農工商全面關注，同時鼓勵民本主義色彩的「實

學」1發展，積極推動與清朝的貿易文化交流，被稱為「朝鮮中興時代」；又因獎

掖學術自由，建立保管歷代文獻與不分黨派色彩用人唯才的機構——「奎章閣」，

主動吸收清朝文化——「北學」，以及西方文明中天文、曆法、數學、機械等科

學技術，重道弘文，也被史家推崇為「朝鮮的文藝復興時代」。2 

  正祖《弘齋全書》卷 64 至卷 119 為《經史講義》，記載君臣間對於群經諸史

問答的內容。其中，卷 101 至卷 105 為《周易講義》，收錄癸卯（1783，正祖 7

年）、甲辰（1784，正祖 8 年）二年間關於《周易》的問答。癸卯年 4 卷，共計

183 條，涵蓋《周易》六十四卦，以及《易傳》十翼的全部內容；甲辰年 1 卷，

共計 33 條，僅及〈乾〉、〈坤〉、〈蒙〉、〈需〉、〈小畜〉、〈履〉、〈同人〉、〈大有〉、

〈益〉、〈艮〉十卦。撰作背景，詳載於《群書標記》「《周易講義》五卷」條末： 

 

條問癸卯選四卷，乙巳命閣臣金憙編次；條問甲辰選一卷，辛亥命抄啓文

臣徐有榘編次。……辛丑敎曰：「文風不振，由培養之失其本也。譽髦之

盛尙矣，不可論，如詞翰小藝亦未能躐等而襲取，必須磨礱激礪，然後乃

可成就而需用。近來年少文官，纔決科第，便謂能事已畢，不曾看一字作

一文，又從以束閣，書籍不識為何物。習俗轉痼，矯革未易，雖有專經之

規，月課之式，作輟無常，名實不符。朝家勸課，既乖其方；新進怠忽，

不暇專責。予於曩日，十事責躬也。以人才之不興，惓惓為說。大抵人才

不可以一概論，而文學為最重。蓋其蘊之德行，發諸事業，以至飾皇猷、

礪頹俗，鳴國家之盛者，實有關於世道之汙隆，治敎之興衰，豈可曰少補

也哉？今欲倣古設敎以為作成之道，則湖堂太簡，徒啓奔競之風；知製稍

氄，反歸濫屑之科。若就文臣堂下中，限其年，廣其選，月講經史，旬試

                                                      
1 案：正祖改善國計民生的宏願，與當時提倡「實學」學者，諸如朴趾源（1737-1805）、朴齊

家（1750-1815）、丁若鏞（1762-1836）等的濟世思想不謀而合。而這些提倡「實學」思想的名

士，也同時受到正祖的破格擢用，可見「實學」思想已經深刻影響著正祖的政治路線。 
2 參考李迺揚：《韓國通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年），第三編〈近代史〉，

頁 14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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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月終聚而考之，較勤慢，行賞罰，未必不為振文風之一助。文臣參

上參下，年幾歲以上抄啓。」遂自是歲為始，每過新榜，廟堂選槐院分館

中三十七歲以下有文識可敎者以啓，謂之抄啓文臣。輪講《五經》、《四書》，

或臨筵發難，或拈疑頒問，以第其所對之優劣，而使閣臣及抄啓文臣等陸

續編次。此經書講義之所以成也。3 

 

文學涵養可以「飾皇猷，礪頹俗」，世道之汙隆，國家之治亂，莫不與此相關。

正祖有感於當時文風不振，年少文官科考及第後，便「不曾看一字作一文」，因

此下令選拔文臣，輪講《五經》、《四書》，由正祖「臨筵發難」、「拈疑頒問」，藉

由這種形式，「較勤慢，行賞罰」，以砥礪振興文風。 

  《周易講義》主要是針對文臣的問答紀錄，《弘齋全書》卷 106、卷 108，在

《經史講義》的「總經」之下，又收錄了正祖以《周易》策問草野士子的內容。
4卷 106 為癸丑年（1793，正祖 17 年）正祖對關東士子所下的條問，卷首云： 

 

癸丑，倣鄉舉里選之制，命關東伯採訪窮經讀書之士以聞。春川朴師轍、

橫城安錫任、襄陽崔昌廸被選，特下條問，使之附對。5 

 

此卷所收《周易》相關條問共 10 條，應對者僅朴師轍、安錫任與崔昌廸三人。

而卷 108 為戊午年（1798，正祖 22 年）正祖對湖南、關西、關北儒生的設問，

卷首載： 

 

戊午選湖南、關西、關北諸生，特下條問。湖南之全州李徽鑑、羅州林炳

遠、洪樂鐘、朴宗漢，光州奇學敬、高廷鳳、朴聖濂、金孝一，南原趙英

祚、金秀民、李五奎，長城邊相璨，靈光李廣鎭，淳昌楊宗楷、楊宗乙、

柳東煥、盧穉，益山李得一、蘇洙性，昌平金履廉、鄭在勉，務安金通海，

高敞柳永履，興德黃一漢；關西之平壤李春馦，龍川金德弘，龍岡金道游；

關北之鏡城李元培等附對。6 

 

此卷所收《周易》條問共 7 條，入選者 28 人；然此卷僅錄奇學敬、李五奎、鄭

在勉、柳永履與金道游五人的應答。不過，高廷鳳《水村集》卷六「御製經書疑

義條對」、李元培《龜巖集》卷三「經義條對」與柳匡天《歸樂窩集》卷八「御

製經義問對」，也載有正祖《周易》七問條對的回應，可與此卷所收內容參較。7 

                                                      
3 正祖大王：《弘齋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年，《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第 267

冊）。凡以下原典引文之標點符號，均為筆者所加。 
4 《經史講義．總經》不僅收錄《周易》相關條問，還包括《書》、《詩》、《春秋》、三《禮》、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孝經》、《爾雅》。 
5 引自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首爾：成均館大學校，

1996 年），第 22 冊，頁 659。 
6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75。 
7 案：柳匡天《歸樂窩集》卷八「御製經義問對——周易」，收錄於《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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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之，《弘齋全書》卷 101 至卷 105《周易講義》乃正祖為提振文風，特別針

對文臣設問，其內容涵蓋六十四卦以及《易傳》十翼的全部內容，所錄問對一共

216 條；至於卷 106、卷 108《經史講義．總經》所載，則是正祖為了選拔草野之

士所下條問，所錄問對一共 17 條。雖然對象有別，這些講義的共通性，都以君

王提問為中心，而分別由在朝文臣與在野儒士回答。講義條對不僅反映了君王所

關注的《易》學面向，而且體現當時朝鮮文臣、儒士對於這些問題的掌握，以及

其《易》學觀點；特別是卷 106、108「總經」所載，由於並非逐篇逐卦討論，而

是選擇性的提出問題，更能反映正祖與文臣、儒士對於《周易》的核心關懷。因

此，本文針對此二卷收錄問答進行考察，以平議正祖與儒士的《易》學蘄嚮。8 

 

二、《周易講義‧總經》的性質及其相關問題 

 

  《弘齋全書》卷 106、108《經史講義》「總經」部分，分別是正祖 17 年、22

年，對「窮經讀書之士」的策問。由正祖 22 年其中一則設問，可以推斷這些問

題主要由正祖親自擬定： 

 

朱子嘗論《春秋》之難讀，曰：「開卷『春王正月』，便不可曉。」 

予於《易》之「元亨利貞」亦云：「夫四德之說，〈文言〉之所揭也，《春秋

傳》之所紀也，《程傳》之所從也，漢以來諸家之所不敢異辭也。而朱子

《本義》獨以『大通而利於貞固』解之者，拘於諸卦占辭也。今考諸卦占

辭，如『元吉』、『光亨』、『无不利』、『安貞』、『艱貞』之類，皆未始不分

為四。而惟〈坤‧彖〉『牝馬之貞』、『利西南得朋』，似若以『利』字倒解

下文。然先儒有以『利』為句，『牝馬之貞』為句，『得主利』為句，『西南

得朋』為句者。其文從字順，未必不有得於彖辭本旨。而朱子之不用舊解，

斷為占辭者，何說歟？」 

在勉對：「觀於諸卦『亨』有『小』者，『貞』有『勿用』之類，可見『大

通而利於貞固』之義例也。夫子則又推得去文王《易》外之意，以四德明

之。此聖人縱橫解釋，無不曲當者也。」9 

                                                      
經》第 20 冊；高廷鳳《水村集》卷六「御製經書疑義條對——周易」、李元培《龜巖集》卷三

「經義條對——易」，則收錄於《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1 冊。至於，高廷鳳、李元培

於戊午年被選附對，而柳匡天則不入其列，不知何以柳氏文集中，竟錄有應答文字？蓋當時諸

生應對者多，只有識見高明者，方得選錄於《弘齋全書》。 
8 案：《弘齋全書》卷 64 至卷 119，皆統稱為「經史講義」，底下細分為「近思錄」、「心經」、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詩」、「書」、「易」、「總經」、「綱目」等等。《群書標記》

特將逐篇逐卦設問的卷 101 至卷 105 稱作「《周易講義》五卷」。本文爰將卷 106、108 稱為

「《周易講義．總經》」，作為討論平議的文本，以別於內容豐富的「《周易講義》五卷」。 
9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8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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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之「予」，乃正祖自稱。條問之設，本為選拔草野儒士，10而這些問題顯然非

出自考官，而是由正祖所擬。 

  傳統學者多認為《易傳》出於孔子之手。正祖云：「夫四德之說，〈文言〉之

所揭也。」而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早見於《左傳》，11正祖認為朱熹（1130-

1200）改讀四德為「元亨，利貞」，此是對聖人的一種反動。更何況正祖以〈需〉

卦之「光亨」以及《周易》占辭中常出現的「元吉」、「无不利」、「安貞」、「艱貞」

等，說明「元」、「亨」、「利」、「貞」在《周易》裡可以單獨為文，並不一定要斷

作「元亨」、「利貞」。之所以斷為「元亨」、「利貞」，最重要的依據之一是〈坤〉

卦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利西南，得朋」，因為〈坤〉卦兩處之「利」，

似乎是提起下文的動詞，而「利貞」的語法結構，與「利牝馬之貞」、「利西南」

正相似，這證明斷作「利貞」的合理性。正祖並非不知這個證據，他引用「先儒」

的說法，認為斷作「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無不文從字順，不必非得斷為「利牝馬之貞」、「利西南」。 

  上述問題的核心，主要是傳統皆以「元亨利貞」為四德，而朱熹卻斷作「元

亨，利貞」，並且釋為「大通而利於貞固」，其不從舊解的原因究竟何在？其實，

問題本身並不複雜，因此正祖在提問之前，先對「元亨利貞」的詮釋傳統敘述一

番，並以《周易》經文之內證，以及先儒對〈坤〉卦之斷句，說明「元亨利貞」

可斷為「元，亨，利，貞」。因此，可知正祖除嫻熟於《周易》經文之外，也能深

刻體認《周易》的詮釋傳統。《周易講義》中所有條問，皆如上在設問之前，必

先陳述一番，然後才附上士子的回答，而答語皆比設問簡短。茲再舉一例： 

 

《易》只是卜筮之書，此朱子獨至之見也，不用舊說，不恤人議，斷然不

疑，著為定論。尊朱之士，豈容歧貳？然而，反觀乎孔子之訓，則終有所

不安於心者。孔子稱《易》不可以典要，又稱《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

尙占居其末焉。使《易》為卜筮之書而已，則是《易》可以典要，而尙辭

也、尙變也、尙象也三者，便屬剩義矣，何為歷舉而並言之耶？〈繫辭〉

曰：「《易》與天地準。」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又曰「極深」、「研幾」、「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若此類蓋難以殫

舉，何嘗謂《易》止於卜筮耶？夫以盈握之簡，而極天地之造化，備聖道

之體用，其卷舒屈信，雖天地鬼神不能違焉者，六經之中無再此書。故以

                                                      
10 此卷卷首載：「戊午選湖南、關西、關北諸生，特下條問。」 
11 〈乾．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南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32。然而，《左傳．襄公九年》引穆姜之言，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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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965。承此，故有學者以為〈乾．文言傳〉乃襲引《左傳．襄公九年》此段「穆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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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大聖，猶云：「卒以學《易》，庶幾無大過。」若曰聖人只欲成就得

卜筮云爾，則得不近於淺之知聖乎？瓊山曰「程氏論《易》，曰辭，曰變，

曰象，曰占；邵氏論《易》，曰象，曰數，曰辭，曰意；朱氏則曰理，曰

數，曰象，曰辭」云，則「占」之云乎者，在程不在朱矣。丘說未知如何？
12 

 

〈繫辭上傳〉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可知《易》具有四大方面的功用，而「卜筮」只

是其中一端，解讀《周易》「不可以為典要」，亦即不可膠著執定。由正祖所謂「極

天地之造化，備聖道之體用，……六經之中無再此書」看來，他似乎更關注《周

易》「極深」、「研幾」、「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等義理、致用的面向。正

祖一方面徵引〈繫辭傳〉，質疑朱熹「《易》只是卜筮之書」的觀點；另一方面，

他還援引明儒瓊山丘濬（1421-1495）的說法，13試圖調和朱熹所帶來的衝突。自

西元 1392 年，太祖李成桂（1335-1408）建立朝鮮王朝以後，即獎勵儒學，將朱

子學說視為經邦治國的重要依據，朱子學對朝鮮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久長。這也

說明何以正祖一方面「疑朱」，又試圖緩和、折中朱子學說的內在衝突與矛盾。 

  從上述設問中，可以發現正祖對《周易》經傳的深刻認識以及個人觀點。他

總是在提問以前，援引經傳之文、先儒之說，作為論點的依據。由於正祖言之鑿

鑿，儒士有時亦不得不以「聖問已得之，臣何敢更贅」14作為回應。這種詳於論

說的條問，成為《周易講義》的一大特色。問目底下則是儒士的附對，一般只收

錄一種說法，偶亦諸說並存。如上述問題，即同時收錄關西龍岡儒生金道游、湖

南光州奇學敬（1741-1809）15二人的應答，對云： 

 

朱子嘗曰：「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卜筮作者，只知《易》書之出於聖人，

而不知卜筮之出於聖人。蓋後之名為卜筮者，全昧義理之本，而泥於術數

之末，故稱以卜筮者，人皆淺之。殊不知義理外無卜筮，卜筮外無義理。

以義理而論吉凶，則不卜筮而卜筮也；以卜筮而定出處，則卜筮亦義理也。

然則吉凶悔吝等辭，罔非因占寓敎之意也。」16 

 

《大易》中〈彖〉、〈象〉、卦、爻之辭，無一字不說卜筮。如亨、貞、吉、

                                                      
12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80-681。 
13 案：〔明〕丘濬，字仲深，號深庵、玉峰、瓊山，別號海山老人。海南瓊山府城鎮下田村

（今金花村）人，祖籍福建泉州。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丘濬有《朱子學的》二卷、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家禮儀節》八卷，《世史正綱》三十二卷。 
14 詳參奇學敬：《謙齋集》卷六「御製經義條對——周易」，收入《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

經》，第 21 冊，頁 685。 
15 案：奇學敬生平，詳見於《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1 冊，頁 16-17 之韓文「解題」，

中譯如下：「奇學敬（1741-1809），字仲心，號謙齋。正祖 7 年，司馬試合格，任文學士。純祖

一年，文科及第，先後歷任弘文館正字、司諫院正、茂長縣監、弘文館修撰、校理等職。」 
16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8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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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悔、吝、利、不利、厲、无咎之屬，莫非占辭。而雖以孔子所言「聖

人之道四」觀之，卜筮雖居末條，而實統上辭、象、動三者，則《易》之

主卜筮，已自孔子發之，而非朱子之獨見之也。瓊山說蓋所以發明程子之

不徒言理而兼言占，朱、邵之不但言占而兼言理，亦不為無據矣。17 

 

《周易講義》所記附對，通常都是節錄。上述奇學敬的附對，其完整原文見於《謙

齋集》卷六「御製經義條對——周易」下： 

 

或有問於朱子曰：「《易》何專以卜筮為主？」朱子答曰：「且須熟讀正文，

久之當自悟。」正文即文王卦辭、周公爻辭也。古者〈彖〉、〈象〉、〈文言〉

各在一處，至王弼而合為一，後儒不能分曉。蓋〈彖〉釋卦辭，而多說卦

變、卦象、卦體，而不及於占；〈象〉釋爻辭，而皆言當位與不當位，中正

與不中正，而不及於卜，故不知卦爻之專言卜筮。若去〈彖〉、〈象〉，專看

卦辭與爻辭，則六十四、三百八十四，無一字不說卜筮。如亨、貞、吉、

凶、悔、吝、利、不利、厲、无咎之屬，孰非占辭？此朱子熟讀正文之言，

可謂曉人切至。 

臣則以為，不如且看伏羲卦畫，只畫六十四卦而已，只以陽吉陰凶，俾知

趍避，則用於卜筮，更無他可用處。只緣後來繫卦之辭、繫爻之辭，用卜

筮而兼示訓戒，故孔子又因繫辭而明義理。後世惟嚴君平知此義，與人子

依孝，與人臣依忠，借卜說而導愚民於善道，則豈非兼義理、卜筮者耶？

後人則其靈心慧識不及於此，不能推原作《易》之本，而或流於術數之末，

不知本於義理，如京房非不精於卜，而適為殺身之資。王弼用老、莊以解，

而便不關於卜筮，至以言卜筮之書為《易》之累辱，見夫子說出許多道理，

極言賛美，便以為《易》只說道理。殊不知其極言賛揚之中，要其歸則皆

卜筮也。如曰「通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受命如響」、

「感而遂通」、「極深」、「研幾」、「不疾而速」者，莫非卜筮之妙。而雖以

聖問中「聖人之道四」觀之，卜筮雖居末條，而實統上三者。其曰辭，曰

象，曰動，何莫非卜筮之事？則孔子雖發明義理，而卜筮之妙，亦可謂至

孔子而大明矣，恐非朱子獨見之明而已。雖言卜筮，而旁通萬事。以言者

尙辭，以動者尙變，以制器者尙象，無適不可，則此其所以不可典要者也

夫。以四十九數區區揲扐之制，而天下之吉凶事故，莫逃於其中，則非天

下之至神、至精者乎？大哉，卜筮之妙也！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

人無不吉，事無不亨。又欲導斯世於吉善安全之域，不歸於憂厄敗亂之地

者，即作《易》者憂患後世之至意，而動靜云為，莫不默契焉，則夫子所

以韋編之三絶，而有卒以學《易》，庶幾無大過之言者也。丘瓊山所謂程

氏、邵氏、朱氏論《易》之評，雖未知其注意，而世皆以程子之《易》主

理而不及占，邵子、朱子主占而不言理，故取三子論《易》之語，以明程

                                                      
17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8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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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不徒理而兼言占，邵、朱之不但占而兼言理也，亦可謂明三子言《易》

之旨訣矣。18 

 

由上引文可知，奇學敬當時答文甚長，《周易講義》僅擷取部分，與原文亦稍有

出入。奇學敬基本上依循朱熹的觀點，以六十四卦為伏羲之《易》，以卦爻辭為

文王、周公之《易》，以《易傳》為孔子之《易》，因此他特別強調「若去〈彖〉、

〈象〉，專看卦辭與爻辭」，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一字不說卜筮。然《周

易講義》節引其文，卻作「《大易》中〈彖〉、〈象〉、卦、爻之辭，無一字不說卜

筮」，已將文王之《易》與孔子之《易》混同合一，而這或許是抄錄文臣疏忽，

絕非奇學敬原意。 

  綜上所述，《周易講義》首先是由正祖就《周易》相關內容提出設問，再由

儒士子相應回答。這些條問詳於論說，實際上融入正祖對於《周易》的見解，

並非單純就其所不知者進行提問。而大部分的應答都是節錄其文，且都比正祖

的設問更為簡短，這正凸顯《周易講義》以正祖設問為主的形式體例性質。 

 

三、《周易講義‧總經》內容述評 

 

  《周易講義‧總經》所載問對雖僅 17 條，但舉凡蓍筮、《河圖》《洛書》、象

數、卦主、卦序、卦義以及《周易》作者、性質等問題，皆含括無遺。 

 

（一）有關「揲蓍之法」的條問 

 

揲蓍之法，孔疏則三變皆掛，以左右餘揲為奇；伊川、橫渠則以掛一為奇，

左右餘揲為扐，而只掛初變，不掛二、三變。蓋歸掛一於餘揲者，即經文

「歸奇於扐以象閏」之義也。成一爻而後掛者，即經文「再扐而後掛，以

象再閏」之義也。至於九六之變動者，用正策順而明，用餘策雜而艱，則

伊川、橫渠之說，儘乎其必可從。而朱子以伊川之說，謂無文字可據；以

橫渠之說，謂之可疑，乃用餘策以定九六，而三變皆掛者，何也？豈有精

義在中，而非後學之所敢及歟？ 

錫任對：「揲蓍之法，先儒所論不一；洛、閩諸賢之說，又相牴牾，此其可

疑。而《啓蒙》一書，有非後生淺學所敢遽議，姑當從之。」19 

 

                                                      
18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1 冊，頁 679-682。 
19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6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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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著有《蓍卦考誤》一卷，考論前人揲蓍之說的謬誤，其說後來也收錄在《朱

文公易說》中。此則設問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安錫任的回應：「《啓蒙》一書，有非

後生淺學所敢遽議，姑當從之。」顯示當時一般士子奉朱熹為圭臬的現象。 

 

（二）有關「《河圖》、《洛書》」的條問 

 

夫子於〈繫辭〉言數者三，曰天一至於地十，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曰參

天兩地而倚數。蓋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奇耦立，而陰陽之理明，故

《圖》之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相為內外者，即陰陽交易、變易之道也。

天數乘於三，地數乘於二，參兩行，而五行之運叙，故《書》之以一三七

九、二四六八相為正隅者，即天地順叙、倒叙之位也。其為天地之數則一

也，而卦因之以著變化之情，疇因之以著參贊之功。此其縱橫錯綜之妙，

無一不本於天之太極、人之皇極，類非人為智力之所可安排。故先儒以為

畫卦者本乎《河圖》，而亦合於《洛書》之位數；叙疇者本乎《洛書》，而

亦合於《河圖》之位數；作籌數者本乎大衍，而亦合於《河圖》之數云。

而如歐陽脩、項安世諸儒，皆以為今之《圖》、《書》，出於緯書，未足深

信；又以關朗《洞極經》所載《圖》、《書》之說，謂之阮逸僞作。此果有

明據而然耶？朱子曰：「《河圖》、《洛書》豈有先後、彼此之間？」然則《河

圖》、《洛書》同出於一時，而不係於羲、禹之世耶？20 

 

先天圓圖，邵子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而朱子以為由〈震〉之初至

〈乾〉之末為順數，由〈巽〉之初至〈坤〉之末為逆數。夫〈震〉之初為

陽，而至〈乾〉為純陽；〈巽〉之初為陰，而至〈坤〉為純陰，則〈震〉至

〈乾〉，〈巽〉至〈坤〉等是「知來」也。烏在其為順數、逆數之相反乎？

以理推之，由〈乾〉純陽，歷〈兌〉、〈離〉，以至一陽之〈震〉；由〈坤〉

純陰，歷〈艮〉、〈坎〉，以至一陰之〈巽〉，非「數往」之「順」乎？是所

謂進而得其已生之畫也。由〈震〉一陽，歷〈離〉、〈兌〉，以至〈乾〉之純

陽；由〈巽〉一陰，歷〈坎〉、〈艮〉，以至〈坤〉之純陰，非「知來」之

「逆」乎？是所謂進而得其未生之畫也。此不過左旋、右旋，陰陽生生之

理。則《啓蒙》以《圖》之左右分已生、未生者，終難曉其義。願聞之。
21 

 

據學者考究，從朝鮮王朝初期開始，《易學啟蒙》即為歷任君王必讀之書。成均

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所編的《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中，闡釋《易學啟

                                                      
20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78-679。 
21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 22 冊，頁 66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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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者就有 37 種，討論與《啟蒙》相關「易圖」問題者則多達 76 種。22朝鮮《河

圖》、《洛書》學的盛況，也反映在《周易講義》中。正祖 17 條設問當中，即有

5 條涉及《圖》、《書》之學，約佔總數三分之一。 

 

（三）有關「卦序」的條問 

 

上經，陽也，天道也，故以陽卦分四節，始〈乾〉、〈坤〉，終〈坎〉、〈離〉；

下經，陰也，人事也，故以陰卦分四節，始〈咸〉、〈恒〉，終〈既〉、〈未濟〉。

以〈序卦〉考之，上下八節之分陽分陰，秩然而不可紊矣。〈雜卦〉之序，

與〈序卦〉不同。〈序卦〉以反對為上下經，而〈雜卦〉以互卦為次。四象

相交，為十六事；中四爻相交，為六十四卦。至雜之中，有至齊者存焉。聖

人之序也、雜也，必有深奧之旨，而先儒莫之或及，何也？胡氏之《啓蒙翼

傳》，微發其端，而未竟其緖。何以則推衍希夷反覆九卦之義，講究康節四

象交互之言，以明其錯綜變化之妙歟？ 

昌迪對：「上下經〈序卦〉，程、朱所論備矣。至於〈雜卦〉，則朱子亦嘗疑

之。竊聞近世有李光地者，以為〈雜卦〉出於互卦，其說頗妙云，而未見其

書，不敢臆對。」23 

 

《易學啓蒙翼傳》為元代胡一桂（字庭芳，學者稱「雙湖先生」，1247-？）所撰。

崔昌迪於附對中言及清儒李光地（字晉卿，號厚庵，又號榕村，1642-1718），他

只是一介「窮經讀書之士」，卻能知曉李光地有〈雜卦〉出於互卦之說，24可見當

時清廷與朝鮮間的學術交流已頗頻繁。 

 

（四）有關「《易》卦作者」的條問 

 

重卦之說，諸儒不一，王輔嗣以為伏羲，鄭康成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

史遷以為文王。而孔穎達從輔嗣，郭雍從史遷，朱子又從《正義》而未能

決，姑以先天圖明之。此有可證以的據，參以理致，使學者息其喙者耶？ 

錫任對：「臣嘗聞六十四卦並與命名，而皆出於宓羲氏。蓋太極生兩儀，

而為四象，為八卦，加倍而不已。引而伸之，則蓋不知其終極也。聖人但

要兼三才而兩之，故止於六十四。然則重卦之列，固已具於八卦始畫之日

矣。故朱子嘗曰〈剝〉、〈復〉、〈鼎〉、〈井〉之類，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

                                                      
22 詳參黃沛榮：〈韓國漢文易學著作的整理與研究〉完整報告（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4-2411-H-034-001，2007 年 6 月 30 日），頁 35。 
23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72-673。 
24 案：李光地〈雜卦〉出於互卦之說，見於其所著《周易通論》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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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名。是必以理推之，而為此定論也。」25 

 

重卦出自何時、何人之手，自古眾說紛紜。孔穎達（字沖遠、仲達，574-648）《周

易正義》卷首「論重卦之人」，即記載伏羲、神農、夏禹、文王四種說法。26正祖

所論及之郭雍（字子和，1106-1187），其父郭忠孝（字立之，？-1128）為北宋程

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1033-1107）之門生。郭雍著有《郭氏傳家易說》

傳世。正祖在提問前所陳眾說，實際上就是一則簡短的《易》學史。 

 

（五）有關「通論性質」的條問 

 

以陽爻居陽位者為正，以陰爻居陰位者為正，反是則為不正。二、五為上

下兩體之中，三、四為一卦全體之中，〈繫辭〉曰「非其中爻不備」，又曰

「剛中」、「柔中」、「當位」、「得位」者是也。然考之三百六十爻，有正、

有中而不免于悔者，何也？ 

師轍對：「《易》之所貴，莫尙乎中正。而或有居中、居正，而不免乎悔者，

此其所以不可典要也。如〈屯〉之九五中正，陷於險中；六二陰柔，不足

為輔，故有屯膏之凶。諸卦此類，不能盡舉。」27 

 

〈屯〉卦〈震〉下〈坎〉上，二、五爻皆居中得正。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

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一曰「貞不字」，一曰「貞凶」，乃中正而不免乎凶、悔者也。《周易》卦爻

辭中類此者尚多。又如： 

 

〈乾〉健、〈坤〉順、〈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

〈兌〉說，八卦之德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也；

剛柔、上下、陰陽、內外，八卦之體也；剛柔有大小，健順有強弱，八卦

之才也。推而為重卦之貞、悔，莫不如是。有德優而才不足之爻，有體正

而德有歉之爻。時位相錯，吉凶乃著。可以推演各爻而證明之歟？ 

昌迪對：「卦爻之時位不同，而其才德之優劣不齊，此所以為不可典要也。

且如〈屯〉、〈井〉之六四，德優而才劣者也；〈需〉、〈恆〉之九三，體正而

德歉者也；至若〈艮〉止而剛不能勝，〈兌〉說而柔不能克，則德有裕而才

不足者。類多如此，推此以觀，則庶可知也。」28 

 

                                                      
25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73-674。 
26 詳參〔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卷首，頁 7-8。 
27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70。 
28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6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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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才」之名，最早蓋由北宋程頤所立，其後南宋蔡淵（字伯靜，號節齋，

1156-1236）、元代胡一桂等皆踵武其說。29至於如何透過卦德、卦象、卦體、卦

才等詮釋卦爻的吉凶占斷，這也是古今《易》學家最為關注的問題。 

 

  綜觀上述諸例，可知《周易講義．總經》的條問涵蓋《易》學的各個面向。

由於這些問題並非針對《周易》中的某篇某卦，而是經過正祖有意的篩選，故能

相當程度反映出正祖所關懷的《易》學議題。經由這些問對，不僅可以考察當時

朝鮮儒士對於各種《易》學問題的掌握程度，甚至可以透過正祖詳於論說的設問，

考見其對《周易》相關問題的理解與詮釋觀點。 

 

四、《周易講義．總經》所反映的詮釋傾向 

 

  朝鮮學者解《易》雖每奉朱子為圭臬，但《周易講義》中卻透顯出當時學者，

至少正祖本人，並不完全依照朱子的觀點看待《周易》。如「總經」有一條問： 

 

〈彖傳〉30之取象，有變體、似體、互體、伏體、反體。如〈小畜〉上九

變則為〈坎〉，故取「雨」象；〈頤〉似〈離〉，故取「龜」象；〈震〉之自

三至四互〈坎〉，故稱「遂泥」；〈同人〉之下體〈離〉伏〈坎〉，故稱「大

川」；〈鼎〉之下體〈巽〉反〈兌〉，故稱「妾」。求之六十四卦，此義無不

可通。且六爻自初起至上為六，而以三才言，則初二爻為地，中二爻為人，

上二爻為天。又或以一爻為一歲，或以一爻為一月、一日，或以一爻為一

人一物，每卦取象，各自不同。此必有聖人立爻取象之微義，可以歷舉諸

卦而詳言之歟？ 

錫任對：「卦爻辭取象各自不同，誠如聖敎。而竊謂天下之至賾、至動，

皆是卦爻之所象，則其為象也，亦已繁矣。聖人特取其一二而著之辭，使

人觸類而長之耳。若其微義，非臣謏淺所敢言也。」31 

 

正祖謂卦爻辭的取象，有變體、似體、互體、伏體、反體種種不同。他為各種取

象方式一一舉例後，下了一個結論，認為這些都是「聖人立爻取象之微義」。若

以正祖所舉諸例與《周易本義》參照，即可發現朱子並不以變體、似體、互體、

伏體、反體等釋《易》。朱子撰有〈易象說〉，發表對於卦爻辭取象的看法： 

                                                      
29 詳參江超平：《伊川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戴璉璋先生

指導，1986 年），頁 57-65。 
30 案：首二字「彖傳」，疑當是「彖辭」之誤，泛指卦爻辭而言。 
31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7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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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

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

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案文責卦，若

〈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

〈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

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

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

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

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

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

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

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

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32 

 

朱子認為，卦爻辭的取象，是「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的假設

之辭。因此，朱子一方面肯定卦爻辭的取象「固必有所自來」，且認為「不可直

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另一方面，朱子並不認同漢儒以互體、變卦、飛伏等方

式「深求其象之所自來」，因為不僅毫無依據，穿鑿附會，而且「上無所關於義

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而正祖不僅熟悉漢儒言象之變體、似體、

互體、伏體、反體等，且認為其中當有「聖人立爻取象之微義」，就這點而言，

正祖與朱子的觀點確實有別。此外，《周易講義》中，又有一條對頗值得留意： 

 

文王之繫彖辭，通卦之象、德以定卦名；而周公之繫爻辭，尤以卦名所出

之爻為重，是所謂主爻也。如〈師〉之九二為「長子」，而卦之所以為「師」

者，此爻也；〈比〉之九五為「王」，而卦之所以為「比」者，此爻也；〈謙〉

之九三曰「勞謙」，而卦以「謙」為名；〈豫〉之九四曰「由豫」，而卦以

「豫」為名是也。六十四卦，莫不有主爻，而亦或有兩爻並為主者。今可

逐卦歷舉而詳論之歟？ 

學敬對：「陽必主陰，陰不能主陽。其於彼此扶抑之間，亦有隨時之義。

知時則可以知《易》矣。」33 

 

「主爻」之義，〈彖傳〉始發其端，至王弼（字輔嗣，226-249）作《周易略例》，

其說乃明。孔穎達疏釋王注，又每於諸卦之下加以申論。34正祖以〈師〉、〈比〉、

                                                      
32 引自〔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四部叢刊初

編》縮印明刊本，第 58 冊），頁 1234-1235。 
33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2 冊，頁 683-684。 
34 例如孔穎達於〈訟〉卦九五爻辭下疏云：「一卦兩主者，凡諸卦之內，如此者多矣。五是其

卦尊位之主，餘爻是其卦為義之主，猶若〈復〉卦初九是〈復〉卦之主，〈復〉義在于初九也；



14 
 

〈謙〉、〈豫〉四卦為例，略明卦主之義後，請諸生逐卦歷舉「兩爻並主」者，然

而奇學敬的回答卻是：「陽必主陰，陰不能主陽。其於彼此扶抑之間，亦有隨時

之義。知時則可以知《易》矣。」根本是答非所問。上文已指出，《周易講義》

所載附對，一般皆為節錄。今案奇學敬《謙齋集‧御製經義條對——周易》，其

原文作： 

 

羑里演《易》，而卦之象、德以明；姫公繼作，而爻之時、義昭晣。……風

地之五在於群陰之上，難遏方長之勢，而特主二爻，以為群陰仰觀之象；

天山之初、二在衆陽之下，實有難遏之憂，故不主二爻，反為諸陽莊遯之

衆。〈家人〉之二、五，皆以陰陽各正其位，有家人之象，則由二爻而得

名；〈中孚〉之三、四二爻，俱以陰虛居卦中央，有中孚之象，則主二爻而

以名。大抵陽必主陰，陰不能主陽。其於彼此扶抑之間，亦有隨時之義。

知時之一字，則可以知《易》也。35 

 

事實上，奇學敬歷舉了〈觀〉、〈遯〉、〈家人〉、〈中孚〉四卦，以明「兩爻並

主」之義，而《周易講義》卻僅擷取其末句，文不對題。傳統學者詮釋《周

易》經文，每以「陽」為君，「陰」為臣。《周易講義》特別節錄「陽必主陰，

陰不能主陽」，無疑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五、結論 

 

  （一）朝鮮正祖時期《周易講義》，並非臣子對君王講解經典的文本，而是

以君王為中心，以策問之形式，對文臣、儒士提出經典上的問題，交流討論。經

由上述析論，可知《周易講義．總經》17 則條問，涵蓋《易》學的各個面向，反

映出當時朝鮮《易》學的幾種現象：1.講義將近三分之一的問題，集中在《河圖》、

《洛書》之學上，這說明《圖》、《書》之學於朝鮮頗為盛行。2.儒士奉朱子學說

為圭臬，認為朱子之學「非後生淺學所敢遽議」。3.正祖本人並不完全依照朱子的

觀點釋《易》，一方面常引用「先儒」之說質疑朱子；另一方面，在卦爻辭取象

上，正祖更偏向漢儒的說法。4.由儒士言及時代相近的清朝李光地來看，當時朝

鮮與中國間的學術交流頗為頻繁。 

                                                      
六五亦居〈復〉之尊位，為〈復〉卦尊位之主。如此之例，非一卦也。所以然者，五居尊位，

猶若天子總統萬機，與萬物為主，故諸卦皆五居尊位。諸爻則偏主一事，猶若六卿春官主禮，

秋官主刑之類，偏主一事，則其餘諸爻各主一事也。……今此〈訟〉卦，二既為主，五又為

主，皆有斷獄之德。其五與二爻，其義同然也，故俱以為主也。」詳參〔魏〕王弼、〔晉〕韓康

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12 月），頁 58。 
35 引自《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1 冊，頁 68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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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周易講義．總經》對於正祖的設問全文照錄，而對於儒士的附對則

擷取其文，其所擷取，或文不對題，或曲解原意，其背後是否另有政治目的，仍

有待深究。此外，透過《周易講義．總經》問對，可以發現朝鮮學者對於《周易》

造甚深。 

    （三）茶山丁若鏞與正祖同時，其《易》學思想可從《周易四箋．括例表》

「易有四法——推移、物象、互體、爻變」得其肯綮。36而其《易》學思想特色

據此可綜為四端：1.承繼卦氣，後出轉精（推移）——繼承漢代京房卦氣說，並

在推定八卦卦形結構中區分正與畸，而以正卦為承載萬物，代表源生空間；以畸

卦消息生長，代表時序流轉。進而推衍出一套精密的《周易》時序觀。2.象數思

維，宇宙模型（物象）——承繼〈說卦傳〉說法，認為創卦之初，取象並起。卦

形與卦象同時而生，作《易》者並依天地萬象而明之為卦。故六十四卦即為六十

四象，推而衍之即為天地萬象。3.爻位並重，歸本於用（互體）——《周易》當

以卦德、卦數為思維方式切入理解六十四卦，以爻位陰陽剛柔性質的變化以詮解

六十四卦「前民用」、「禁民邪」，而以道德風化為本。4.天地陰陽，惟變所適（爻

變）——茶山透過精妙的詮解「九」、「六」之義即為「變」義，並以天地之間，

陰陽無時不在交易變化的現象，順理成章的應用到人事卜筮的數理法則，而重視

爻位中的「變」之思想。茶山融匯「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實事求是」與

「修己治人」的朝鮮實學思想，又與西方科學精神和技術合為一體，與正祖在《周

易講義》中所呈現的《易》學向度，具有一致性的關懷，體現出兼容並蓄、融合

折中與創造詮釋的文化面貌與精神，值得重視與深入研究。 

                                                      
36 詳參丁若鏞：《周易四箋》，《韓國經學資料集成．易經》，第 24 冊，頁 3-716 頁，原收錄

於《與猶堂全書》二集，卷三十七至卷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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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宋至清儒詮釋「洗心退藏於密」異同析論〉計畫研究成果論文，已刊登於《
國文學報》（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第六十三期，2018年6月
，頁135-170。【ISSN：1019-6706；DOI：10.6239/BOC.201806_(63).05】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一）「洗心」之「洗」本義為「洒足」，即「濯足」，本謂滌淨足部、洗去
腳污，為基本的身體清潔；後以「濯足」比喻清除世塵，保持高潔，進一步由
「足」而「手」，更上一層而成「神道設教」，再轉化為《周易．繫辭傳》「
洗心退藏於密」的心神一如、體用不二、本末終始，可見古人以「修身」為本
，進而為「養心」，以至於體道入神的真理妙詣。
（二）「洗」又有「新」、「鮮」二義。此外，「洗心」可作「盡心」，而與
《孟子．盡心》，又可觸類引申。因此，由「盥手洗足」的滌身，發展至「去
故心」、「就新心」的新心，而臻「盡心知性知天」的體道，身、心、性、天
一貫，下學而上達，意義又更進一層。
（三）先心（至誠如神）→心（本體）→洗心（敬慎不敗）→佚心（唯變所適
）→先心（幾神），構成一迴圈反復的顯微體用系統。生成終始，循環往復
，以見《易》道之「絜靜精微」與《易》教之「清明條達」。
（四）宋元明清《易》學家，對於「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的詮釋解說，不外
乎純言「洗心」或「先心」，或由「洗心」而「先心」，義理浹洽，可觀漢學
、宋學之傳衍，「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由「洗心」而「退藏於密」，方能
常保心之未發，而還原其未發之微與密。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