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
總
第
一○

四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６

《周易》古今：

從「卜筮之書」到「群經之首」

張豐乾  中山大學哲學系

呂  欣   北京大學哲學系

天經地義

近年中國內地的高考試卷出現了與《周易》有

關的題目，如2019年高考理科數學試題(全國I卷)的

選擇題第六題：[1]

摘  要：「卜筮」是迷信嗎？《周易》是不是迷信之書？《周易》是何人為何而作？「卜筮」是不是因為古代生

產力低下而產生的？《周易》究竟和其他經典有何不同，可以使之成為漢代以來所言的「群經之首」，並以

其生生不息的魅力流傳古今中西？而我們今天又能從中學到什麼？這些問題的回答，既需要「溫故知新」的

態度，也需要不偏不倚的方法。根據文獻記載，「卜」與「筮」其實是兩種預測方法，而《周易》綜合了「卜」與

「筮」的方法，實際上是在講「生生不息」的道理，它所象徵、判斷和效法的都是要說明吉凶產生的原因和過

程，從而使得悔改和吝惜呈現出來，顯明起來。一般的讀者只注意《周易》所說的「吉凶生」而忽視了「悔吝

著」。古人相信，聖人所創作的《周易》，是與天地規律相一致的，也是君子之道的集中體現。從今天的學術

框架來看，其中的數理基礎、卦象系統和解釋進路是融宗教、哲學、歷史、文學等等元素為一爐的；而「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的精神則具有生生不息的永恆魅力。作為「三材」之一，處於天地之中，每個人都是天之

子，都有不可替代的尊貴價值。

關鍵詞：《周易》；卜筮；經典；哲理；君子之道；探索；生生不息

這些或聯或斷的「橫杠」，其實是組成《周

易》64卦每一卦的關鍵符號：「爻」。「爻」可不僅

僅是簡單的「橫杠」，它是《周易》64卦卦形的組

成部分，分「陽爻」和「陰爻」，6爻一卦，共384爻。

「算卦」就是要「演算」出一個卦，並給予解釋，

以預測事情的吉凶禍福，而其正式的名稱為「卜

筮」。

首先需要明確，「卜」與「筮」的其實是兩種預

測方法：

龜為卜，蓍為筮。─《禮記‧曲禮》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詩經‧衛風‧氓》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左傳‧僖公四年》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周禮‧春官》

《周易》綜合了「卜」與「筮」的方法。根據卜

筮的原理，過程和結果變與不變都有法則可依，其

中蘊含著哲理追求和對美好德行的推崇。說《周

易》非迷信，基礎的根據還在於由卜筮而得出的卦

象、卦序之中存在著亙古不變的數理邏輯，而《周

易》的推衍方法，特別是哲理闡釋是人類理性探

索的一種體現和結晶，是一種特殊的決策機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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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包含著「神道設教」的用意，我們會在下文中

介紹相關的制度。故而，《周易》的特殊之處在於

它有三套體系：數理、符號和哲理。尤其獨特的是

它的符號即卦象系統，如何把握這些抽象出來的

「卦」、「爻」呢？[2]

一、「一陰一陽」與「三才之道」：

由「八卦」說起

學習《周易》，首先要對「八卦」有一個客觀的

認識。

「八卦」這個詞大家一定不陌生。今天有不少

人說「×××好八卦！」是說那個人好打聽和傳播他人

的隱私，或無端猜測，搬弄是非，格調庸俗。

但「八卦」本身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術語，

是《周易》的基礎。而《周易》成為「群經之首」之

後，是古代科舉取士的必考經典，內容非常嚴肅，

為何在現代社會的一些地方，「八卦」會演變成那

樣的意思？依據筆者瞭解，大概有兩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八卦」這種庸俗的含義是從

香港來的。香港有些雜誌是八開大本，專登影藝明

星的逸聞趣事，甚至以窺探他人隱私為宗旨，因為

「八卦」與「八開」發音比較相似，最後慢慢演變成

這意思。另一種說法是，香港某些不良雜誌經常刊

登一些不雅照片，敏感地方就會拿八卦圖來遮擋。

這樣，「八卦」的意思有了新的所指。這也從一個側

面說明《周易》的影響無處不在，而社會上又有很

多的誤解和濫用。

我們首先需要正本清源，介紹一下《周易》的

來源、構成、義理、功用等內容。下圖是八卦的卦

名、卦象的圖示：[3]

構成，每個卦三爻，組合數2的3次方為8，沒有例外

了，八卦由此確定。《周易‧繫辭上傳》說明：「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可見八卦的決定性地位。

我們也可用「1」來代表陽，「0」來代表陰，把每一

個卦數位化。但需要注意的是，每一個卦有三爻，

也象徵著「天地人」三才。[4]

《周易‧說卦傳》中對於「三才」和「六畫」的

哲理根據作了說明：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

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這是從義理和象數兩個方面闡明瞭六十四卦

的來歷，把三才之道具體化了，而八卦兩兩組合，

即8的平方，得數是64，也沒有例外了。六十四卦的

形成，可圖示如下：

八卦，又稱八經卦，和六十四卦，又稱六十四

重卦相對而言。每個卦都由陽爻和陰爻排列組合

「卜筮」又稱「占卜」或「占筮」，簡稱「占」。

《易‧繫辭》中有言：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懮，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極數知來之

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周易‧繫辭上

傳》）

「卜筮」這一活動的德性基礎和哲理意義是

通過《易傳》來闡發的。[5]「通變之謂事，陰陽不

測之謂神」乃是與君子之道不相悖的。由此看來，

《周易》作為「卜筮」書，是它的特殊形式，內涵豐

富，寓意深遠，並不能被現代人簡單斷以「迷信」。

對於「卜筮」活動本身，也需要以歷史的角度，哲學

的眼光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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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察往知來」：卜筮與古代的

決策機制

「《易》本卜筮之書」（朱熹語），[6]但「卜筮」

是不是因為古代生產力低下而產生的，並且意味

著「迷信呢」？我們首先需要瞭解，古代的卜筮活

動是有專門制度的。《尚書‧周書‧洪範》記載：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

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

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

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

用靜。吉；用作，凶。

卜筮活動起源於人們想解決心中的疑問，當

你有大疑問的時候，一般是你面臨眾多選擇的時

候。要追溯疑惑，推測未來，就需要借助於特定的

形式和方法，而這樣的形式和方法可能不止一種。

依據《尚書‧周書‧洪範》的記載，卜筮的時候，有

特定的儀式，有專門的工具龜甲（用於卜）或蓍草

（用於筮），還有討論卜筮結果的參與者：問事者、

卜師、筮師、卿士、老百姓。如果卜筮時所有的參與

要素都是統一的，有同樣的指向，那麼所問所求之

事就是吉利如意的，否則，就要根據不同情形來具

體判斷吉凶。可見，卜筮是決策過程中重要的一個

因素，但不是全部的方面。給大家引這一段經典文

獻，就是想告訴大家，古人並不是今人所想像那樣

迷信武斷，卜筮是古人解決疑惑、盡可能使決策合

理化的一種重要方式。

古代有專門的官吏，來執掌不同的占卜方式。

《周禮‧春官》記載了卜筮制度中的各種官職：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

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視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其中，菙氏是看龜甲被燒之後裂紋走向等象

的術士，視祲是指看天象的術士。從中可見，每一

種卜筮官職中上下級關係及人員配置等，制度明

晰。

龜甲占卜法古書早有記載，甲骨文的發現證

實了古書記載的可靠性。清朝光緒年間（1875-

1908）的金石學家王懿榮（1845-1900），是當時最

高學府國子監的祭酒（相當於校長）。光緒二十五

年（1899），他生病時，所服的一味中藥叫龍骨，他

看見上面居然有一種近似文字，卻又非篆非隸亦

非籀的符號，很訝異，後來專門分批收購這些骨

片，經過精心研究，他確信這是一種文字，應該是

殷商時期的，多與卜筮有關，把它命名為甲骨文。
[7]古人把卜辭刻在龜甲上保存了下來，後來考古學

家又陸續從殷墟遺址中出土了記載著古代問卜之

事的龜甲。

再看《周禮‧春官》關於卜筮之官職的兩段材

料：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

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

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

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

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

命龜。凡小事，莅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

龜。凡喪事，命龜。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

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

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什麼叫「三易」？根據後人的注解，就是古代

三種成體系的卜筮法，分別為「連山」、「歸藏」和

「周易」，對應於夏、商、周三個王朝。其中，文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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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周易》這本書後人又稱為《易經》，指

它具有經典的地位。

前面講到，《周易》與古代的決策機制和政治

生活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實際上《周易》的產生及

其發展，都與當時上古社會的方方面面有著密切

的聯繫。

三、「三古四聖」:《周易》的成書

過程及卜筮原理

《周易》與周文王有密切的關係，但文王不是

它的唯一作者，它的最終成書也經歷了漫長的歷

史過程。關於《周易》的創作原理和過程，《周易‧

繫辭下傳》中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氏」也就是被奉為人文始祖的伏羲。

伏羲作為天下之王的時候仰頭觀看天象，俯身省

察地理，通過概括和模擬身邊及大自然中的各種

現象及事物，創制出八卦，目的是想通達神明的德

性，類比萬物的情況。

為什麼後人會把伏羲氏稱為遠古時代的聖

人？現代進化論認為，人從原始猿猴進化而來，進

化的動力是勞動，但其實人區別於動物的關鍵之

處，或者說人之為人的關鍵原因，是因為人是一種

具有文化性的生物族群，能夠對天地及天地間的

萬事萬物進行觀察、反思和總結。伏羲不只是簡單

機械地順應天地自然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

是進行了一系列的「觀」和「察」，並且試圖掌握神

靈的德性。面對林林總總的萬物和紛繁蕪雜的現

象，人能夠借助於自己創制的符號系統和思想體

系進行歸類總結，這是一種意義空前的突破。所

以，創制了八卦的伏羲氏被尊奉為古代聖王之一。

八卦以及由八卦衍生出來的六十四卦在人們

的生產生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

之，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佑之，吉，無不利」。[8]（《周易‧繫辭下傳》）

伏羲氏去世後，神農氏作為天下之王，開始

製作各種木質生產工具來教化世人。他的根據是

什麼呢？取象於《益》卦。而興起市集買賣活動，

滿足各人所需，其道理是取象於《噬嗑》卦。神農

氏作為遠古時期的天下之王，制耒耜、興貿易，開

創農耕文明，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和發展居功

厥偉，而其思想來源是也被認為是《周易》。值得

注意的是，這兩個卦並不是八卦中的卦象，而是

六十四卦裏的。在神農氏之後的黃帝、堯、舜，也

是如此。這可能是出於後人的追溯，不一定是歷史

事實。但也說明《周易》對古人的生活有非常重要

的影響。

文中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並非迷

信，因為其中的「佑」是幫助的意思，而且「天」並

不是人格化的主宰者，而是天文天象可以給人們

思想上的啟發和行動上的便利，六十四卦就是幫

助人們發現和運用這些法則的重要媒介。我們繼

續看相關的內容：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

《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夬》。[9]（《周易﹒繫辭下傳》）

「垂衣裳」是指上衣下裳垂直而不雜亂，譬喻

黃帝、堯、舜採用清淨無為的方式，不去打攪老百

姓，讓老百姓各得其所而天下太平。隨後講到工具

的發明，制度的建立，統治策略的頒布和生活方式

的確立等方方面面的情況，都取象於《易》卦，與

《易》理相通。可見，《周易》源遠流長，並且不是

一次性就編寫完成的。

東漢時的班固（32—92）則對《周易》的產生

過程做了「人更三聖，世曆三古」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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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

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

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

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

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曆三古。及秦燔

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

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

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周易》校施、孟、梁

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書‧藝文志》）

所謂「三古四聖」說，是朱熹基於前引《漢書‧

藝文志》「人更三聖，世曆三古」之說提出的。朱熹

在三聖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文王系彖，周公

系爻」[10]的區分，並說「恭惟三古，四聖一心」，[11]

在說《易》之九圖時也明確說了「有伏羲之易，有

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12]

前文已述，俗稱的「算卦」即「卜筮」。那麼，

卦是怎麼「算」出來的呢？《周易‧繫辭傳》裏記載

了一套嚴格完整的卜筮方法，原理是把從1到10這

十個數位分為天數和地數，天數是奇數，地數是偶

數，根據相應的做法，每算三次就能算出一個爻，

算十八次就能算出六個爻，也就是得出一個卦，隨

後再對此卦象進行解讀推測。[13]卜筮原理，以下兩

段文獻可征以作說明：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周易‧繫辭傳上》）

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

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

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併；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

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

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

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

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少其一，故四十

有九也。（鄭玄《周易注》）

關於天地之數的排列，有河圖和洛書的區

別。有些人喜歡把河圖洛書說得神乎其神，但其

實河圖洛書是數理排列，是一種嚴密精妙的數理

關係，如洛書中1-9這九個數字所排列的矩陣，不

管你從哪條直線、斜線上的三個數字相加，都得

到15，這樣一種數位排列的法則、系統，再演化成

《周易》的象數系統。

而六十四卦之間天衣無縫的次序，也被古人

以方圖和圓圖相結合的方式呈現出來：

從《六十四卦方圓圖》中大家可以看到，

六十四卦之間的數理邏輯關係也非常精妙，只要

其中一爻發生變化，此卦就變成了另一卦，這一變

化是連續的、漸次的、規律性和沒有紕漏的。《周

易‧序卦傳》就是專門論述六十四卦的次序及其意

義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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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語有云「算卦容易斷卦難」。依據《周易》

之理，算卦之後判斷吉凶還要遵守一些原則，與所

問所求之人的德行和事的特徵有密切關係。歷史

上有一個著名的案例「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也。」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

咎。』元，體之長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

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

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

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

《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

矣」。（《左傳‧襄公九年》）

魯襄公的祖母穆姜是齊國貴族之後，魯宣公

之妻，本來賢德具備，但她後來干預魯國政事，作

風淫亂，與大夫叔孫僑如私通，合謀想廢掉自己

的兒子魯成公，殺死孟孫氏和季孫氏，以失敗告

終，叔孫僑如逃到了齊國，而穆姜被軟禁在東宮

裏直至老死。開始被軟禁的時候，她去占筮，得到

的本卦是《艮》卦，五個爻變動之後得到的之卦是

《隨》卦（內卦為《震》，外卦為兌），圖示如下：

負責占筮的太史說：「這叫做《艮》變為《隨》

卦。 [15]《隨》，是出行的意思。您一定能很快出

為使國家不安定，不能說是吉利。做了壞事害了自

己，不能說有利於道義。忘記了未亡人的地位而繼

續以美色誘人，不能說是堅貞。只有真正具有元、

亨、利、貞四種德行的人，得到《隨》卦才能沒有災

禍。而我這四德都沒有，難道能根據《隨》卦的卦

辭來判斷嗎？我自取邪惡，能夠沒有災禍嗎？一定

死在這裏，不能出去了」。穆姜臨死前的這段話可

謂深明大義，出自肺腑的懺悔，她後來也被寫入了

《列女傳》，其實也是「出」了。這說明，用《周易》

來筮卜，推測吉凶，必須要符合其所闡揚的德性原

則。

四、「《易》有聖人之道四」：成

為「群經之首」的《易》

先秦時期的經典系統中，《詩》排第一。《周

易》成為「群經之首」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班

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七略》而來，其中把

《易》列在「六藝」之首，並評論說：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

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

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

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

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曆三古。及秦燔

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

訖於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

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

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漢書‧藝文志》也多次引用《周易》之言評

論其他經典系統，並在《六藝略》的結尾處特別說

明：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

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

《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

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

基於上述文獻，後世又以「群經之首，大道之

原」來概括《周易》的地位。

去」。穆姜卻說：「不對！《周易》中說『《隨》，元、

亨、利、貞，沒有過錯。』元，統率本體；亨，通達吉

利；利，與道義相和；貞，忠實堅定，是事物的骨

幹。體現了仁就足以領導別人，美好的德行足以合

乎禮制，有利於萬物足以合乎道義，忠實堅定足以

辦好事情，這是不能胡說的。因此雖然得到《隨》

卦，喻示沒有災禍。但我作為女人而參與了動亂。

對於君王來說，特別是先君死了以後，自己沒有什

麼地位了而又行不仁之事，不能說是高尚。我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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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這種地位，除了其特殊的卜筮形式

是古代「神道設教」的一種方法以外，[16]主要是取

決於《易傳》的哲理闡發有神妙之處。 [17]通行本

《易傳》有十篇，其中《繫辭上傳》總結了《周易》

所講的內容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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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

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

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

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周易‧繫

辭上傳》）

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採用李斯的建議，焚

書坑儒，但李斯的原意是把民間的藏書集合起

來燒掉，而官方有獨立的藏書系統。同時，因為

「《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就是說《周易》不

屬禁書，未被焚毀。很多學者討論過為什麼它作

為筮卜之書不在禁毀之列。我們需要注意《周易》

這本書「經」和「傳」的區別，以及「經」和「傳」的

分別流傳。狹義的《易經》就是指六十四卦及其卦

爻辭，的確是工具性的卜筮之書，與其他講農事、

醫藥的書不直接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

但是，《周易》又畢竟不僅僅是卜筮之書，其

中蘊含著四種「聖人之道」：以它為言談依據的人

推崇它的文辭；以它為行動依據的人推崇它的變

通；受它啟發製作器物的人推崇它的卦象；用它來

卜筮的人推崇他的占斷。君子的有為和《周易》的

無為相結合，就能神妙通達而成就萬物。

到漢代的時候，《易》學興起，很多人關注並

註釋《周易》，形成許多流派。但在《周易》從筮卜

之書演變為哲理之書的過程中，孔子的作用是關

鍵性的。

孔子說過：「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述而》）孔子對《周易》有多喜

愛呢？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讀《周易》曾

「韋編三絕」。古人的書是竹簡本，孔子讀《周易》

的次數太多，反復翻看，綁竹簡的皮帶都斷了好多

次。這說明孔子曾經非常癡迷和勤奮地鑽研《周

易》，並且深得其中意味。現在學界一般認為，對

《周易》當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文化價值發掘得

最深最廣的人就是孔子和他的學生。

在《論語‧子路》篇中，記述了孔子對「恆」德

的評價：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

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

已矣」。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這一句，為《恆卦》的

第三爻辭：「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要說明的是，《恆》卦在《易》的所有出土文獻中，

卦序上都居於六十四卦的中間。可見《恆》卦的寓

意非凡。而孔子在此徵引《恆》卦九三爻爻辭，是

想說明德行不夠恆定的人，是不能夠做占卜或醫療

的。《周易》的指引意義建立在人有德的基礎上，

這是孔子所強調的。

而《荀子‧大略》中又有「善易者不占」說：

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

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

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

也。

真懂的《詩》的人，不需要反復盟誓言說，也

會用心履約；而真的將《易》之道理稔熟於心的

人，不需要占卜也會通變，通曉世間動象的變易之

道。「其心同也」，正是有德之人通達於經典書中

萬事萬物之道的表現。也是《周易》之道為人所領

悟的精神表達。

「善為《易》者不占」，那其他人呢？占什麼？

規避什麼？重要的是，內心要帶著怎樣的想法看

待占卜？有一著名的案例，說明「《易》不可以占

險」：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

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

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之

《比》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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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

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

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

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左傳‧昭公十二

年》）

南蒯將要叛變的時候，他的家鄉有人知道情

況，走過他門口，嘆了口氣說：「憂愁啊，愁啊，憂

啊！想法幽深而智謀短淺，身處切近而志向遙遠，

作為家臣而有做國君的圖謀，有人就是這樣的

呀！」諷刺的勸誡之意非常明顯。南蒯自己去占筮，

得到《坤》卦，而變為《比》卦，圖示如下：

《易》的指引與人之美德的關係尤為密切，

也是《周易》作為後世「群經之首」的價值基礎。

《周易》從「卜筮之書」轉向「群經之首」，孔子是

其經典化的重要使者。在孔子之前及孔子時代，

「六經」本是諸子百家之共同文化淵源，而經由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晚而贊

《易》，修《春秋》」的工作，「六經」得以定本。而

在前文討論《易》之成書過程時，無論「三聖」說

還是「四聖」說，孔子對《易》的作用都是關鍵的。

《論語》中，孔子自言「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亦稱孔子

晚而喜《易》，讀《易》而韋編三絕。

《周易》之書的哲學特質，使得它為「群經之

首」的地位經得住歷史的考驗。哲學的最主要特

徵是說得通的道理和邏輯。這個「通」，是不局限

於地域、歷史環境，超越古今而生效。而《易》作為

一本看似諱莫如深的卜筮書，卻蘊含著「通」世間之

「變」與教人變通的深刻哲理。《禮記‧經解》引孔

子之言「潔淨精微，《易》教也」；《莊子‧天下篇》

亦言「《易》以道陰陽」；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

自序》指出「余聞之董生曰，『《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諸多對《易》所下的判

斷，角度、看法雖異，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皆指

出了《易》的「哲學」性質。[18]

《周易》一書的哲學性，注定了其有著通往世

界的素質。同時，《周易》的文辭之美及深刻高雅

的意蘊，也在古今中西產生了重要影響。古代一些

帝王統治的年號、人物取名，都喜歡取《周易》中

的文辭，如唐代貞觀年號、清朝咸豐年號等。韓國

的景福宮裏，「交泰殿」「大哉門」「健順門」等牌

匾之文，均來自《周易》。[19]

如果我們要在實際行動中通達時勢、適應變

化，可學習《周易》中的隨機應變。如果我們要製

作器皿，可學習《周易》中的卦象。如果我們要占卜

問吉凶，可學習《周易》中的卜筮。君子將要做什麼

事的時候，可以向《周易》諮詢求索，那麼將來君

子之言行將清清楚楚，不會有何歪曲，會如同《周

易》所給你的回答。如果《周易》不是一套精密的

思想體系，怎麼能做到這樣？又何以超越古今、通

行天下？

《坤卦》的六五爻辭是「黃裳元吉」，南蒯

就認為叛變一事會大吉大利，把這個結果拿給魯

國大夫子服惠伯說：「我想起事，算得此卦，怎麼

樣？」惠伯說：「我曾經學習過《易》，如果是忠信

的事情，就可以符合該卦爻辭的預測，不然就必定

失敗─外表強盛內部溫順，這是忠誠，用和順來實

行占卜，這是信用，所以說『黃裳元吉』。黃，是上

衣的顏色；裳，是下身的服裝。元，是善的第一位。

內心不忠誠，就和顏色不相符合；在下位不恭敬，

就和穿服裝的道理不相符合；事情辦理不好，就和

正義的標準不相符合。內外和諧就是忠；根據誠

信辦事就是恭；崇尚上述三種德行（黃、裳、元），

就是善，沒有這三種德行就無法承當爻辭預測的

「吉」。而且，《易》不能用來預測兇險的事情，您

打算做什麼呢？能不能在下位而恭敬呢？中美就

是黃，上美就是元，下美就是裳，這三者都具備了

才可以合於卦辭的預測。如果有所缺少，爻辭雖然

吉利，而實際未必能行！」惠伯精通《周易》之理，

而且能夠突出德性的決定性因素，借闡釋算卦結

果之機，勸說南蒯不要違背政治倫理和民心向背

而作亂，但最後南蒯還是忍不住發起動亂，但很快

被打敗，從此走上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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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鉤深致遠」：《周易》的海

外影響

從宏觀歷史的眼光來看，《周易》並非僅僅是

中國的經典，它在漢字文化圈、歐美學界等域外的

影響不可小覷。若先從東亞的地域範圍看，《周

易》被當做東亞地域的「共同智慧」，[20]其影響不

局限於中國及儒家，學者們的解釋方法也呈現出

多樣性。

談《周易》在域外的傳播與影響，可以先看作

為標誌的易圖怎樣為域外文化所承用。且以韓國

國旗為例。

上，樸泳孝等人以太極兩儀和乾、坤、坎、離四卦

為圖案，設計出了最早的太極旗。據其後來的自述

報告中稱「既與各國通好之後，凡出使者，禮不得

無國旗」，因此太極旗誕生後，樸泳孝一行登陸日

本，就在客店外懸掛，其後他們在外交場合中也頻

頻使用太極旗，引起各國使節和日本各界的注目。

1883年3月6日，朝鮮王朝正式決定乙太極旗為國

旗。1897年，朝鮮王朝改國號稱大韓帝國，太極旗

又成為大韓帝國國旗。後來經過一些微小的變動，

最終形成了今天的太極旗樣式。

在東亞，《周易》傳入朝鮮較日本要早，且為

當時學者所重視。朝鮮的學術、思想、文化受《周

易》的影響很大。有古史傳說《易》早在西元前10

世紀至紀元前後即傳播至古朝鮮，可從箕子東去

的傳說和衛滿朝鮮的建立及大量現代考古發現得

到證明。 [21]而《周易》自四世紀正式傳入朝鮮半

島，在學術、思想、政治、倫理、宗教等方面都帶去

影響，易學在韓國很早就制度化了。[22]另一方面，

在當代，也有韓國學者力圖證明韓國太極旗的產

生，根源於朝鮮民族自身的太極文化，其太極陰陽

及八卦的文化比中國的易學還要早很多。[23]先不

管他們的論述過程，他們堅持太極陰陽八卦文化

在其本土產生的啟示有三：一是太極陰陽魚的圖

案不一定完全等同於中國古代的八卦，不一定與

《周易》的文本有直接關聯；二是說明韓國易學可

能最早起源於伏羲觀天象以設卦的象數流傳，而

後加入了諸多在地化的發展；三是易學符號及文

本中的思想具有哲學層面上的普遍性、共通性。

說到《周易》的哲學共通性問題，結合思想史

觀察，我們發現近世是東亞易學的全盛時期，而

特徵上，也在易學哲學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各自

的地域特色。日本、韓國、越南為代表的漢字文化

圈均出現了易學方面的重要學者及著作。在日本，

易學發展最繁盛的時代是德川時代。德川時代的

學者解《易》書目逾千冊，重要代表作如伊藤東涯

《周易經翼通解》（1728）、太宰春台《周易反正》

（1746）等。內容涉及象數、義理、訓詁等方面，理

論特徵上也較為多元，不偏重於一家或一教。而近

世韓國及越南易學，則偏重於朱子易學的特徵。韓

國易學在18-19世紀開始突流行重視實學的思路，

韓國國旗又稱太極旗，其構思源於《周易》。

中央的太極象徵宇宙，藍色為陰，紅色為陽。四個

角落的卦在左上方的是乾，右下為坤，右上為坎，

左下為離，分別代表天、地、水、火，同時對應東南

西北四個方向，又對應仁義禮智四種德行，又對應

父母子女四種關係，又對應火金水土這五行中的

四個方面，同時還說乾卦代表生命力，坎卦代表成

果，坤卦代表開始，離卦代表成長。

韓國國旗的確定也是有過程的：朝鮮王朝末

期，隨著1876年《江華條約》的簽訂，朝鮮打開國

門，而設計國旗之議也萌生了。當時朝鮮主要是跟

中國和日本外交，朝鮮國旗的第一個設計方案是由

當時朝鮮的宗主國─中國清朝駐日使館參贊黃遵

憲提出的。1880年9月，黃遵憲在《朝鮮策略》中建

議朝鮮「奏請陸海諸軍，襲用中國龍旗（黃龍旗）

為全國徽幟」。北洋大臣李鴻章也對朝鮮襲用中

國龍旗的方案表示同意。然而，朝鮮王朝似乎對清

朝的建議不以為然。1882年朝鮮爆發了反日的壬

午兵變，其後日本強迫朝鮮締結不平等的《濟物

浦條約》，規定朝鮮須派使臣向日本謝罪。於是在

1882年9月，朝鮮政府以錦陵尉樸泳孝為謝罪兼修

信使，出使日本。在前往日本的「明治丸」號輪船



天
經
地
義

張
豐
乾
、
呂
欣
：
《
周
易
》
古
今
：
從
「
卜
筮
之
書
」
到
「
群
經
之
首
」

２５

強調經世致用。這派學者重視考據學方法論及文

字學、音韻學的研究，例如丁茶山的《周易四箋》

（1808）等。此時代為李朝，已為迄今為止朝鮮易

學的鼎盛時代。由此，我們不難理解近代韓國易學

在情緒上的民族主義和實用性的精神，且視野和

研究規模上，還是與清代中國及德川日本有一定

差距。

而在漢字圈中，越南作為文本《周易》傳入比

日韓更早的國家，易學發展卻一直無其所長。《周

易》最初傳入越南大約在東漢至西晉間，由中國學

者帶去。自後黎朝、阮朝獨尊儒術並建立完善的科

舉制度之後，中國儒家經典不斷湧入，「四書五

經」全被翻譯成越南喃字，《周易》的原文及各種

經傳註本，都大量流傳至越南。現存最早的是18世

紀初鄧泰滂的《周易解義演歌》（又名《周易國音

歌》）。[24]黎貴惇所作《易經膚說》（1752），是越

南易學的重要代表作，其書討論易圖與象數諸多，

主要是以朱熹的《易學啟蒙》為參考，少有創見。

越南易學的特色便是以推崇程朱易學為主，本土

發展尚未達到成熟。

在近代，日本易學呈現出現代性衝擊後的新

特徵與個性，利用易學服務於政治，例如高島吞象

《高導易斷》（1901）記錄其如何為明治政府提供

政治及軍事占卜。而琉球作為特殊的被傳播區域，

在十七世紀初薩摩藩使用武力迫使琉球朝貢後，

日本儒學開始從九州傳入琉球。琉球人喜好抄寫

漢籍，當地代表儒者程順則和蔡溫並未撰寫過專

門的易學書目，但是他們的著作中涉及到《周易》

的文字及陰陽思想則顯而易見。琉球人將當地民

間風俗與易學相融：創世神話裏也包含了太極陰

陽等元素，琉球人的建築、水道、墳墓等設計也配

合陰陽五行建設，可謂《周易》的域外在地化的值

得留意的體現。[25]

跳出以《周易》為共同智慧及文化遺產的漢

字文化圈範圍，我們看看西方國家的文化與易學

之間的碰撞。

《周易》在歐洲的傳播始於16世紀來華的傳
教士，特別是利瑪竇（Mat t e o R icc i）和金尼閣 
( Nicola s Tr igau l t），而後曾德昭(A lva r u s de 
Semedo)、衛匡國(Mar t i no Mar t i n i)和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也從不同角度介紹了《周
易》。[26]

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撰寫的《中國科

學技術史》，以豐富的史料為基礎，具體、系統地

論述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和特徵。他提出了

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國古代的科技技術長時期以

來領先於歐洲乃至全世界，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紀

之後，為什麼現代科技的發展和變革，只發生在歐

洲沒發生在中國？這就是學術界反復討論的「李約

瑟難題」。楊振寧有一次在演講中提到，《周易》

作為古代群經之首，科舉取士的必讀必考經典，對

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影響是十分深遠，而《周易》的

思維方式是類比式的方法，現代數學科學則是用

演繹式的方法，因為缺乏嚴謹的演繹推理思維，所

以在中國不能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發展。這種

看法頗有代表性。張豐乾曾經撰文《周易應該負什

麼責》參與了「《易經》思維阻礙了中國近代科學

的發展嗎」這一討論，該文大意是《周易》在古代

做出了巨大貢獻，包括在政治、經濟、歷史、醫學、

建築等等方面都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其所起的作

用及與社會發展的密切聯繫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我們現在所謂的落後，不能歸責或歸罪於祖先，關

鍵在於我們如何去發揮、挖掘古代經典思想。沒有

一種思想能夠提供永恆的現成模式。[27]

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卡普拉（Fritjot Capra），曾
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叫《物理學之道》，他這

本書1975年出版時的封面就是一個藝術化了的太

極圖，並且書名的副標題是「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

秘主義之間的關係」，他認為現代物理學裏面的很

多原理都可以與《周易》中的思想找到相對應的關

係，揭示了《周易》對科學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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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界也有過討論，現代電腦技術與

《周易》有什麼聯繫？17世紀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發明了可以機器化
的二進制算法，這個發明奠定了現代電腦科技的

基礎。萊布尼茲當時也是從一些曾經前往中國的

傳教士那裏接觸到中國文化，他對《周易》的瞭解

來自法國神父白晉（Joachim Bouvet）。白晉是路易
十四最早派往中國的六位神父之一，他很快取得了

康熙帝的信任，在宮中為康熙講授幾何學的同時，

也有意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注意到《周易》在

中國的特殊地位，特別對《六十四卦方圓圖》感興

趣，並寫信告訴了萊布尼茲。萊布尼茲看到

《六十四卦方圓圖》後非常驚訝、興奮，立刻認識

到和他的二進制若合符節，隨即回信說，像《周

易》這樣的八卦圖不可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只能

是上帝創造出來的。[28]萊布尼茲是想通過對《周

易》文化的這樣一種贊嘆，找到兩國文化的共同

點，闡述上帝的全知全能，當然這一觀點在當時滿

清朝野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這能夠說明為什麼

《周易》在中華文明中具有代表性意義，被奉為群

經之首。直至今天，《周易》的思想和內涵還可以

在一些現代學科中找到對應的關係─這並不意味

著《周易》能為現代人提供現成的答案。

六、「探賾索隱」：《周易》在當

代

古老的中華文明悠遠深邃。我們的祖先伏羲

氏畫八卦，是「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而

研究得出，絕非幻想出來。對隱秘的或顯明的萬

事萬物，都能找出其根源，知道其流變，能善始善

終。知道原始反終、死生之說。瞭解萬物是由精氣

聚成，魂散魂聚就會產生變化。如此，學易才能不

違背大自然的原理原則。懷有通達天下萬事萬物

的智慧與眼界，才可能有動力、有方法救濟天下而

無咎害。《周易‧繫辭上傳》有言：

《易》與天地準，是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

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

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易》與天地準」，天地之準是宇宙的標準，

天然的邏輯。不論人事、物理，一切的一切，都以

此為準則。換句話說，無論自然科學、人文科學，

也不管軍事、政治、社會、文學、藝術等等，都離

不開此。這也是《周易》之哲理的體現，放置於宇

宙萬事萬物一切學問皆準。因此，《周易》是一門

「彌綸天地之道」的學問。說「旁行而不流」，也

即有時候聖人也可能迫不得已也使用些手段或受

到「旁門左道」的影響，但在不違背原則、辜負初

衷的前提下，便不會過分失之於流─不正當。所

以「樂天知命，故不憂」，樂天就是知道宇宙的法

則，合於自然，知命就是知道生命的道理，生命的

真諦，乃至自己生命的價值。

所謂學易者無憂，因為痛苦與煩惱、艱難、困

阻、倒楣……都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得意也是。

每個階段都會變去的，因為天下事沒有不變的道

理。因為知道一切萬事萬物非變不可的道理，便

能隨遇而安。「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是說仁者愛

人，像大地一樣地愛人，像天地一樣，只付出，一點

也不求回報。「安土敦乎仁」，你要懂得了這個道

理，「故能愛」，就能夠博愛。博愛不是含佔有私心

的狹隘愛，而是很廣博的、普遍的、無私的。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這是

講《周易》整個學問的運用，以及它的目的。《周

易》的學問懂了以後，整個宇宙萬物都懂了，所以

說「範圍天地之化」。在《周易》文化中所發明的

「化」，後來被道家所運用。所謂造化─自造自

化，整個天體宇宙是個大化學的鍋爐，人不過是這

個鍋爐中的一個小分子、一個小細胞、一個很會

活動的細胞而已，這是造化的一種功能。人類把自

己看得很重要、很偉大，但站在宇宙的立場看人

類，不過像花木上的一片小葉子一樣，是微不足道

的。而整個宇宙的造化卻非常偉大，只有懂了《周

易》以後，才能知道《周易》是「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

「曲成萬物而不遺」，懂了《周易》的法則以

後，能夠瞭解宇宙萬有的一切運用，這個運用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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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曲成」。大家注意這個「曲」字，《周易》的

思想告訴我們，宇宙事物是沒有直線的，是循環往

復的，就像太極陰陽儀，是個圓圈。圓圈這個圖案

就代表了太極。「曲成」法能成就萬物而沒什麼遺

漏。

在《周易》的思想中，聖人是能夠製造各種器

物、創立制度從而有利天下，能夠幫助老百姓解決

更多實際問題的人。而今天我們所講的聖人似乎

是更強調在德行上超越常人，講道德層面較多。能

夠探索隱秘的屬性，探索幽深致遠的人事，推測

天下吉凶，成就天下大事，莫過於《周易》中用蓍

草和龜甲的占卜系統了，這些是天生神物，聖人用

它們來體察天地之道，推測吉凶。「故神無方而易

無體」，神是沒有方位、沒有形象的。你可以認為

神不具體存在即「無所在」，也可以認為其無所不

在。「易無體」，是說《周易》看起來有各種各樣的

具體的卦象，但卦象的本性是虛擬的，要在用上

才能發揮出功用，卦象本身看不到它的功能。這是

對《周易》之道的一個總的概括。

我們在當今語境中再談「算卦」，不應是隨隨

便便用於日常生活瑣事的求神占卜，而是「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

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

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執之。天地變

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

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周易‧繫辭上傳》）

天地是我們模仿的對象，四時是最大的變通

之理，日月是最光明顯著的形象，而富貴是最崇高

的事情，古人常說「富有天下，貴為天子」，這點與

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如果是墨家就會主張節欲，

主張簡樸。我們活在當下，當懷揣老祖宗留下的易

學精神，處於天地之中，每個人都是天之子，都有

不可替代的尊貴價值。明曉通變之理，思維及行事

上懂得變通，順應天地萬物之道。此乃「生生之謂

《易》」也。

[1]參考答案：A。解析：由題知，每一爻有2中情
況，一重卦的6爻有62情況，其中6爻中恰有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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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故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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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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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s “divination” a superstition? Is The 

Book of Changes (I Ching) a book of superstition? Who 
and why the book of changes had been written? Did 
"divination" have come into being because of the low 
productivity in ancient time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other classics, so that 
it could be called "the head of the group of classics" 
since the Han dynasty, and has spread from ancient 
to modern，China to the West with its endless charm? 
And what can we learn from it today?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require both a "reviewing the past and 
learning the new" attitude and an impartial approach. 
According to the concerned documents, "Bu" and 
"Shi"，in fact, is two kinds of forecasting methods, and 
combined by The Book of Changes.  Its method is ac-
tually in the word of “life cycle”, its symbol, judgment 
and emulation is to explain the causes and process of 
good or bad luck, so as to make the show repentance 
and spare, show up. Ordinary readers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auspiciousness and auspiciousness” i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neglect the “stinginess of regret”. The 
ancients believed that The Book of Changes created 
by sages who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laws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was also a 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a gentlem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day’s academic framework, the mathematical basis, 
hexagram system and interpretation approach have been 
integrated with religion, philosophy, history, literature 
and other elements. The spirit of “abstruse speculations” 
contains a perpetual charm that abstruse itself. As one 
of the “three materials”, between the heaven and earth, 
everyone is a son of heaven and has irreplaceable hig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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