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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林延續此劃分，區分「客觀存在之象」、「主觀

摹擬之象」[6]；金春峰認為「象」包括著天垂吉凶

之象以外的「導引」和「意興」之象；[7]李元駿、成

中英劃分為「卦爻之象」和「外在之象」[8]。鄭吉雄

在《周易階梯》中從心靈

活動的角度說：「『象』之

所以重要，主要是涉及

「認知」問題。」「這種能

力是綜合性的，包括我們

對外形、聲響、氣味、觸感

的認知，以及隨之而起的

情緒反應，經由思想，最

後納入我們的邏輯思維和

情感世界，亦即理性和感

性之中。『象』生於內心，

並非生於耳目感官。」「作

為主體的『我（Sel f）』不
斷理解『象』，處理『象』

和我之間關係的同時，

『象』亦不斷衝擊著我

『我』的思維，形塑著

『我』的思想，而我也會

通過接受、消融『象』，不

斷重新建構『我』。『我』

和『象』的關係是無休止的互動、糾纏。」「『我』和

『象』這種互相影響的狀態，提出了一個『感』字

來歸納一切。」[9]概而言之，象作為存在與形有別，

象包含物象和符號兩層基本含義，符號又包含卦

象、爻象、數字、圖像等；象又有象徵、模擬的方法

義。它並非純然外在也非完全內化於心，象可屬

天人之際
——論通行本《易傳》的象

■ 吳寶麟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

引言與綜述

象是易學哲學的思想工具，《周易》的「形式

和內容兩方面都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1]。首先我

們大致回顧古今對象的

界定。黃宗羲《原象》從

易學符號形式的角度對

卦象、爻象進行了分類：

「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

之象，六畫之象，象形之

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

方位之象，互體之象。」[2]

他又根據《繫辭傳》劃分

每一卦：「六爻必有總象

以為之綱紀，而後一爻有

一爻之分象，以為之脈

絡。」這強調了象的整體

性和內部的多樣與協同。

張岱年則從範疇的角度

指出：「《易傳》中所謂象

有兩層涵義，一指今日所

謂天象，一指今日所謂象

徵。」 [3]《易傳》中「象與

形對舉，象屬於天，形屬

於地。又以象和形對舉。器是有固定形體的，象則

有別於固定形體。又以象與法對舉。象在於天，法

在於地。……法似乎是指比較固定的模式。……象

與器都是可感知的，但象僅是視覺的對象，形不但

是視覺的對象，而且也是觸覺的對象。」[4]「象徵

即用一種事物或符號來表示某種思想或意義。」[5]

摘  要：本文從天人之際探究《易傳》之象：天

人有分際又可溝通，象是無限之天降旨意與有限

之人上達的交互之路。從存在上言，象居有無之

間，有是指有體、可見、可感、可知、可思，且包含

穩定的數理結構和整體秩序；無是無形、無體、

變易。象連接有無，故時間有序、空間有方、萬物

有類、禮制有定位，但皆處於永恆與變易的「一陰

一陽推移合一」中。象繼承天的神聖性，瀰漫在

人的生存境遇，成為言意中介，象言並行保持文

明與自然的制衡。人在象的路途中十字撐開：縱

深溝通天意，橫擴宇宙整體；從而在知性層面透

過象徵模擬、下學不怠以近天，德性上以堅定充

沛的道德意志與天象交融，進而實踐體證天，且

能進行創造，證成人「有限度自由」的秩序。

關鍵詞：天人；象；有無；觀象；三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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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表徵道，可為人所觀所思所感。

接著看象思維特點的討論。學人在象思維的

整體性[10]、直觀或直覺式[11]、感性經驗性、關聯性
[12]、過程性[13]、變動性[14]等方面有較共識，也探討

了造就這種特質的占筮文化[15]，還注意到象數符

號的簡易性[16]。還有學者討論了與《周易》象思維

相關的模型式思維[17]和類比推理系統[18]，並分述

其中的經驗性、悟性、技巧性、規則性等。其中，有

使用易學體系固有哲學術語（有無、幾等）來研究

象思維的研究。如王樹人認為「『易道』的根本在

於觀物取象，並進而在象的流動與轉化中洞察出

卦象，由卦象以盡意。『象思維』的本質在於『非

實體性』」，「使《周易》的象思維具有『原發創

生』性」，即「無極而太極之生，是『無中生有』和

『有中見無』之生。」太極在的流動轉化中統攝萬

象。[19]以有無互生來謂述象的生生本性，深刻而獨

到。本文認為「生生之謂易」之外，「被生之象」也

值得好好討論，本源性的生與被生不相隔絕恰好

是易道優點。楊合林、張紹時進一步「幾」來闡釋

象：「象在有無之間，它雖『未形』，卻不是無，它的

確存在，可以說是『有』和『無』的統一。古人以

『顯』與『隱』、『具』與『散』來說明這種特徵」，

「像是幽明、顯隱、具散於一體的『幾』」，「『幾』

是象的動態顯現，它雖『無形』卻有『勢』」，「總是

指向形而上之道。」[20]

又如沈順福以天人關係來闡釋象：「天是本

原，像是符號，天的象徵，辭是陳述，再現符號、指

稱命運。天意經過卦象，由言辭得以彰顯。三者實

現了統一。」「是儒家人性論的一種特殊形態。」[21]

「為隱含之意、垂顯之象，以及吉凶之命運之間找

到某種關聯並加以證實便成為《易傳》的核心任

務。」[22]「性命乃言辭的內容。卦象象徵天意，目的

在於告知性命之理。」[23]這揭示了象居於形上形下

之中、出於言辭與意中間。本文認為象不僅提供了

言辭的權威基礎，不僅是次於言辭的工具，而是與

言辭相制衡關係，象對天意的傳達具有不克替代

的特殊性，這也正是《周易》的奇特之處。

可貴的是在強調關聯性、過程性的同時，有學

者一直未曾忽略象思維其實包含認知上的確定性

和推理特徵，如張豐乾認為：「《易傳》所申論的哲

理與卦象相表裡。由同一卦象可引申出有內在關

聯的多種意義。在《周易》之中，信仰、智慧、德行

是並重的。中國傳統哲學解象(含取象)、釋名、析
理的論說方式在《周易》之中體現得最為完整和

連貫。」[24]此外，象思維還包含道德價值的定向性

與恆定秩序，這是作為過程或關聯之象的固有內

涵。如金春峰認為「『觀象修省』指為政者觀上天

示警之象而對自己為政過錯的反省。而『觀象進

德』的思維方式，與曾、孟強調的個人內心反省大

不相同」[25]。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象（數）思

維特長的自覺下，學界呈現出中西對比的態勢，一

方面通過與海德格爾現象學、胡塞爾詮釋學的對

話凸顯傳統中西各異與現傳統中學與現代西方之

融通[26]，另一方面則注重論證象數思維與邏輯思

維的共性[27]，這兩個中西對比的角度還有待深入。

綜上，本文希望：第一，立足於「天人之際」

（包括天人的永恆界限和二者的會通）來闡釋象

何以成為易學根本思想，揭示其思想動機是人性

內在張力的反思：雖自覺為有限存在，但又矢志

於無限自由，這與象處於形而上下之間是一致的。

需要說明的是，有限存在的自覺在易學中體現為

在知性上順天，道德、政治上敬畏天命、誠摯憂患

意識、恐懼修省；敬與畏皆表明天是超乎人邊界、

含有不可知、不可控內涵的存在；且「天垂象，見吉

凶」，雖未明言「天」不可知，但已經隱含了不經由

象無從直接「知天」。第二，貫徹「易有三義」即簡

易變易不易的原則，釐清象在存在、認知、道德上

的目的性、規範性、確定性與流動性、關聯性的統

一，這區別於暗昧的混沌、隨意無序的湧現。易學

的基本思想方向是追求合乎生命自由的秩序，象

在人的體證之路上起到的方向性、升華作用。

一、象系有無、道物間

（一）有象無形

象介乎有無之間，但易道於有無二端並無價

值傾斜。它是實存[28]，又適度而玄妙地與具體存有

拉開距離，同時不落絕對虛無、空無。「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繫辭上》），以是否

有固定形體區別抽象超越的道和具體個別存在

物。象可見又非形，恰好構成了形而上下世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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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被易學凸顯為「中

樞」。如果說《老子》肯認一種恍惚的「無物之

象」，那麼易學則尋找一種「有物之象」，且自覺將

變易納入哲學反思的視野，象與易道都「唯變所

適」，「不是為了抽出規定而僵化或抽象化對象，

而是訴諸不破壞對象生命活力的生動直觀」，

「『象思維』比概念思維更易於感知和領悟對象的

變化」[29]，「形器無疑要變化，也在變化，其變化

的呈現則為『象』」[30]。變易到盛大細微至極，以

至無法以固定抽象內容規固化，堪稱「神無方而易

無體」（《繫辭上》），神妙莫測並無固定的方位和

形體。「這種『無』，不是數學上化整為零的無，不

是常識中存在物消滅後的無，而是超常的具有無

限生機的『生於無』之『無』」。[31]無是對任何「有

形」「已形」有限邊界的超越，還是對「有方」「定

位」的禮制秩序的有限度承認。那個確切無疑的

「有」讓位給了有伸展或凝練空間的「無」，如此

至極的變易成就了象普遍性和層次。

「見乃謂之象」（《繫辭上》），象可見（可顯

現），彌散在生活場域，此種真實存在必成為感

官、認知、思考對象。《周易》的物象、天象、事象、

情象、心象，單個或整全都本於生活本真和宇宙真

實。某物突出特徵或某方面屬性在人心目中造成的

「印象」，這畢竟與確定邊界、體積的「形」不同，

「『形』是屬於實體的，但是我們無法直接把握到

這個客觀的『形』，必須通過『象』而在觀念中重

構造成新的『形』」[32]。心持續參與其間，象一面

朝向萬物之真實，一面又進入心。戴璉璋說象「既

比具體器物更具有概括性，但又不是概念、理

論。」[33]「我們只能在形而下之器那裡覺察到這道

的生生大用，……即用可以見體。」[34]

象無形、變易的性格被稱作「非實體性」[35]或

不可還原性，在這一點上，象與陰陽一致。陰陽是

萬象之中最高階、最具概括力的象，也是眾物向人

顯現的最穩定之「象」。《易傳》以陰陽及其對待、

相互作用來概解釋道的涵義：「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

明之德。」易道變化的實質在於：陰陽（或剛柔）對

待雙方共存，相互作用，從而推動對待雙方組成的

共同體不斷流行、轉化、推進、更新，此過程即「合

德」。陰陽高度概括萬有對待性力量，「一陰一

陽」共居一系統才成其為道，陰陽不可被還原為

實體性的最小「單子」，獨陰獨陽無意義、不可想

像。衝破物形，但不否認和疏離萬物，而是了解

「陰陽合德」這一萬物共通的內在結構，就可以體

貼天地的實情，接通最神妙智慧。

（二）象類超形名

象居「有無之間」，有觸類旁通的整體性自

覺，這種整體性既不是無序混沌的，也不是僵化

冥頑的，而是有序、有類且流動的。《繫辭傳》說

易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能範圍涵蓋天地萬

物及其變化才有資格作為萬物的示範和標準，整

體性幾乎是「道」的身份認證，是一種「正在實

現」的「無」，此「無」突破固定形狀指向大全或無

限。追求整體根植於有限者突破「眼前」的嚮往
[36]，不僅是指向它物，還走出自我走向人與人之間

的倫理關係，確立人在關係中的責任，故象思維

的整體性內在包含倫理、政治秩序感。《文言傳》

闡釋乾卦九五爻辭「飛龍在天」說：「水流濕，火

就燥，雲從龍，風從虎[37]，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這是

借聖人眼光指代一種宇宙的秩序格局：從屬水類

的事物就會有流動性和濕潤的屬性，火類事物有

乾燥溫熱的屬性，雲氣之物類跟從在天的龍，風

類事物跟從地上百獸之王的虎，萬物都被人間至

聖之眼目胸襟觀照。萬物以類相聚合要基於認知

洞察「類萬物之情」（為「聖」所睹）。其前提是對

部分的清晰定位、觀測和對物類相聯的照察，換

言之「類」的界限雖不絕對但實存，它並不囿於一

種玄泯、神秘直覺。

萬類聯通機制為有形之外的「無」留存了空

間，也帶來了克服「名」之轄制的機會，畢竟名形

相耦[38]，名不失為內在心靈與外在名序世界最大

的「有」的桎梏。通讀《易傳》，少論「名」[39]而更

多談「類」[40]，這意味著僅僅區分綱目、劃分種屬

並非最終目的。而是在承認分類、名教禮制的合理

性的同時審慎意識到了名的邊界。《繫辭傳》認

為，體認陰陽關聯共存的整體性，就可以通達神

妙德性，因為乾坤兩卦的卦名具有正當性：「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指稱的事物複雜多樣但不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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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範圍。「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

而中，其事肆而隱。」易的道理可以彰顯過往歷

史、察知未來，讓幽微的事物闡明開顯，且所選取

之物類範圍廣大，符合事物的萌芽隱微和顯著的

終端整個過程的形態，這在卦爻辭上有充分表現。

「斷辭」即卦爻辭，「開」即開釋，卦爻辭所細緻闡

釋的一卦一爻之意都與卦名（即卦的核心意義）相

匹配。孔穎達說：「辨天下之物，各以類正定言

之」[41]，以正當類別、名稱辨析事物特質，為其確

立範圍和位置。卦爻旨意深邃，語言多用類比譬喻

層次豐富而有華美之風，表達曲折多變而能與萬

物相合，其所指稱的事情顯明而道理隱微。分類是

對秩序的勘定，早期「類」有「善」之價值涵義，但

類又比「名」更活潑，它可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從個別事物引申出同類，物類可以感觸旁通，

找到共性、達成共識。象本乎淳而未裂的、合目的

的宇宙圖景，物類聯通轉換流動，共同獲得通往

無限神性的可能，也促使萬物在「象」架構中找到

與世界關聯的方式。

（三）極數定象：恆定統瞬逝

廣義的象還包括數字、數學模型。《左傳》僖

公十五年載「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這是傳世典籍首次象

數並舉。一方面將象、數分屬龜甲和蓍草兩種占

筮傳統而不混同；又認為象比數更原始、單純，萬

物要經過「滋」即複雜化才有數，可能因為數參入

了數學演算和理智因素，但《易傳》則以象為更高

階。「數」在《周易》經傳中一指卦爻位、數目、排

序原理、爻題、「數字卦」等；二是隱含在經傳中

的天文曆法思想，二者都反映出對宇宙萬物穩定

數理結構的追溯。學界已有討論更注重《周易》數

結構的流轉、變易和不確定性；但古代農耕社會

中根據天文天象確定曆法是有德位之君子的要務

之一，天文曆法學問最根本的衝動就是通過推算

尋求精確無誤，如革卦《象傳》說「君子以治曆明

時」。因此需要再對「大衍之數」穩定數理結構旨

趣加以說明。

首先，以象統數，將每一階段產生代表時間和

空間的數納入不同的象之下。49根蓍草「分而為二

以象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

扐以象閏」（《繫辭上》），49根蓍草隨機分為兩
份，象徵天地二者；50根蓍草取出的一根，加上隨
機分成的兩份，三個部分象徵天地人三者；四次揲

蓍象徵四時推移前進，「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

時、置閏也是天運之象。這是以蓍草排列、生成易

卦過程中先後出現的特殊數字及人們賦予的特殊

意義，來代表歷宇宙中的天地（最大空間）、四時

（時間的總稱）、曆法中的閏月等。這一過程「就

好比是天數和地數交替展開的過程」[42]，每一階

段的「象」，包括空間和時間兩大尺度，每階段都

以相對穩定的象「模型」為特質。

第二，彰往察來，尋求時間流行中過去未來極

致變化中的一貫之定向。「極數知來之謂占」「占

事知來」（《繫辭上》），數目演算發揮至極就可不

斷推演、構擬原本不可知的未來，拓展人類知性極

限，即所謂「知來」。「它把筮數給邏輯化了，從而，

由筮數的變化確定卦象並決定吉凶的過程，被理

解為透過了解過去事物變化的規律，來推斷未來

的過程。」[43]

第三，就四時之象而言，「變通莫大乎四時」

（《繫辭上》），其穩固信實的規律性恰恰是基於

其巨大的靈活變通。四時包含、通達各種具體時

境，時間運行是穩定結構與流動變易、永恆與瞬逝

的一體。易道所追求的人文時間，不只是充滿變

數、不可知、蒙昧幽冥的，更是被認知、被顯明、明

晰化且有方向性的。瞬息萬變並非盲流，其運行部

戲又內蘊著周流復歸，從不斷重申的「七日來復」

「復其見天地之心」（《彖傳》），就可見尋找時間

的定向、體證其確定性、希冀通達古今之一貫是易

道時論的重要面向。[44]

因此，《繫辭傳》作者雖不全然聚焦純數學，

而要將數置入人文世界[45]，但這不代表放棄追溯

時間的有序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的演化階梯

最後落腳「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四象（四

時）演生八卦後，確定吉凶，進入人的價值世界，

發展無窮事業。又說「參伍以變，錯綜其數[46]。通

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繫辭上》）通達數的變化，就能形成日天下之

間可見可知的文理、規則；極盡、窮盡地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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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就能勘定天下的「象」，象最終被收歸在一

個包含人文價值與良好秩序的天下世界中。

二、天何言哉：象盡天意

象凝聚「天人之際」的意義：「天人之際乃是

天人的分際，此分際既是天與人之間的聯結線，

也是天與人之間的分界線，是天人之間既有連續

又有差異的具體表徵」。 [47]天道、天意經春秋孔

老、戰國諸子人文思潮理性化轉化後，天道已經很

少直接對人言說，但其神秘性、莊嚴性、超越性並

未被取消、被完全置入世俗世界之內，人文發達與

成熟，其與天道的緊張仍然存在，關聯性也仍然

保持。「天是恆、隱。它是恆常的絕對者。」[48]「天

意本身隱賾不顯，只能通過天象與卦象來表徵自

己。」[49]「作為天象之象，它是形而上的存在者。

當這個形而上的天象進入人們的經驗視野之後，

象便成了形而下者，即人們觀察到的、經驗到的現

象。」[50]像是終極天意的傳達方式，象的存在達成

了天人之間某種連續，又將天人間的「斷裂」溫和

地持存[51]。

（一）天事恆象

先秦文獻中屢見「天事」與象的恆定關聯：如

《國語‧晉語》「天事必象」。天的旨意、天要實現
的事，恆常透過「象」（主要指天文、天象）來向人

昭示，「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有火災乎！（《左傳》昭公十七年）杜玉注：「天道

恆以象類告示人。」 [52]《說文解字》載「事」字：

「形聲。從史，之省聲。」史這一官職掌管文書記

錄，「天事」即天的事件、現象的記錄，敘事性包含

時間的連續性，且被記錄下過程與人的世界發生

關聯。「恆」字確立了天事與象之間恆定、充分

的，甚至有些排他性的對應關係，象成為強勢的、

語言之外天意另闢蹊徑的傳達方式。因此，象的神

聖性來源就是人世之上的天意，可是超越性、無限

性又必須展現在有限時空中：「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上》）天

象垂示、河圖洛書、四象，是那個終極根源的天向

人的核心昭示，是天向人的「一階」延伸，使「理

解」、產生意義（make sense）成為可能。通過了解
可見之象，體貼、效法天的精神，如《彖傳》解釋

剝卦說：「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處於陽氣剝

落殆盡之時，雖貌似窮困至極，但唯一上九陽爻一

息尚存，不至滅亡，君子就此能體貼到陰陽永久的

此消彼長、盈滿空虛的交替互動，而這就是天道

的內容。天的運行恰恰通過陰陽剛柔（之爻象）的

交互對比中呈現給人的。而在剝這一特殊時機、特

定處境中，昭示普遍法則。

（二）像：模擬無限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繫辭上》）

易道核心之象的內涵就是像：象徵、摹擬，《說

文》載「像，似也」[53]，即模擬、仿效、貼近所要效

法、探究的對象，朝著與之完全吻合、一致、合一

的目的推進。「象既是對天下萬物的概括，就不是

天下萬物本身。像是在『通』『類』『擬』『象』的

基礎上，提煉出來的。也就是說，象並不直接概括

萬物的形象，它是摹仿萬物的性質。譬如『神明之

德』，譬如『萬物之情』。」[54]「像」的確立，對人合

天道而言，是一種巨大的肯定，又是一種根本的否

定，既是無限接近、無限延伸，就意味著永遠不能

等同於象徵對象本身。天人可會通絕不等於二者

均質等同，人向著天翻轉自身，總是有一個大致的

方向性。「模擬」的前提是主客分立，它包含認知

過程的對象化和進德中的他律，是有限者仰朝無

限者消融對象為內在、轉他律為自律的途徑。

狹義天象不包含地形地理，而主要指天上的

星象天文，天文地形的區分也正好展現了「象」的

模擬過程不是隨意渾淪的，有內在特殊的法則。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繫辭上》）

天文與時間的變遷的規律相關；而地形地理，與空

間定位有關。一切顯著的、細微的變化就在其中展

現，與天相比，大地與人更為且近、清晰、具體；而

天則顯得比較遙遠、神秘、難以透徹。天地（乾坤）

二元共同完成了生化宇宙萬物的過程，而有不同分

工：「成象之謂乾，效法之為坤。」（《繫辭上》）純

陽無陰的乾卦象徵天，因此乾卦的意義或最大功

用就在於形成「天象」；地居其次，坤卦的意義就

在於順承和效法天道，畜養萬物。伏羲仰觀天文、

星象，俯瞰大地走勢，觀察飛禽走獸的身上文理及

物種的生存條件，再從自身實踐中汲取經驗，從外

在萬物吸取智慧養分，於是創制八卦系統，以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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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具備神妙智慧的能力。經由認知琢磨推敲消化

無處不在的象，天人隱秘的隔膜被一點點戳破，天

的深意變得可見、可知，變得與每個生命發生切近

實在的關聯。

（三）言外之象：文明與自然的中道

《易傳》「言象意」之辨是一場對語言邊界的

深切反思，但其反思的結果並不同於老莊走向對

「名言」的懷疑乃至部分的否定，視經典為「聖人

之陳跡」，而是接續孔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論語·季氏》）的大問，以「象」統領「四
時之行」「百物生」，使得象成為「中間道路」，與

真理的意義世界、人工的語言世界（包括書面文字

與口頭語言）分庭抗禮，且形成一個不等邊三角

形：「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

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以

盡其言。」（《繫辭上》）

為了讓真理的意義充分向人呈現、讓人充分

領會真理，在書、言（以口頭或書面記錄的卦辭、

爻辭、卦名等傳達蔔筮之意的語言文字）之外，聖

人獨闢蹊徑地以象作為意義的傳達通道，具體還

包含卦爻符號來極盡一切可能展示萬物的真實情

況。跟語言文字相對照，象的優越性首先在於象最

能體現變易的要旨，因而朦朧開放：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

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繫辭上》）

象容納了萬物複雜多樣的整全性、相互會通、

自洽自適的個性和瞬息萬變：「語言所指向的意義

是固定而且有限的，它不如動態之象能直觀地表

現變動不居的道」。[55]如《繫辭傳》認為64卦每一
爻的言辭都是「效天下之動者也」，與卦辭明確裁

斷吉凶不同，爻象反而是要彰顯世界萬物的複雜

相關、變動不紊。言、象綜合擬議，才能完整地涵

蓋宇宙大化的訊息。

象的出場還打破了語言文字對人類精神溝通

的壟斷，開闢了與人文世界平行的、萬有自存自動

的空間，且在價值序列上不遜色於文字語言這些

人引以為傲的創造物。因此象與身俱來履行著制

衡文化陷入冥頑不化、經典走向盲目崇拜、人類文

明墮入作繭自縛的職責。象保存了人返璞歸真的可

能。總之，象一是開啟了自然之本真、藝術之空靈，

二是能跨越語言名相障礙，脫開冗餘文字繫縛，凝

練核心意旨，彙聚文化對話焦點、搭建溝通橋樑。

三、觀象之三易

（一）天人系統的「三易」之義

《周易》是「會天道人道」「推天道以明人事」

之書，象攜帶超越之天的吉凶訊息向人敞開，又帶

著人心訊息向著宇宙整體或事物本然展開。但象

並非自存、自動，天人的深切相聯有賴於人自身自

心的覺醒，此即「觀象」。戴璉章說：「所謂觀，是

心智的作用。不同的心智，表現不同的觀，觀之所

得也隨之而異。認知心的觀，可以形成知識；藝術

心的觀，可以形成美感；宗教心的觀，則可以見神

跡。……製作卦爻的聖人在萬物及人事那裡所觀

的焦點是『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即萬事萬

物的複雜性與變動性。……天地間事物雖然複

雜，總不外對偶性因素的相互配合；事物的變動對

染多彩多姿，但察其所以，也不外乎對偶然性因素

的相互感應。……這已不屬於經驗知識，也不屬於

藝術、宗教；它具有宇宙論、本體論的色彩，是儒

家道德哲學中所謂『下學而上達』所獲致的、屬於

道德形而上學的一些觀念及其相關的詞語。」[56]觀

象不僅包含感覺經驗，藝術感悟，還滲透理性思

維、宗教心領會、道德心確證與覺。

觀象不僅有「變易」的複雜性和變動性，更有

對「易簡」的回歸（復歸不是還原）、對「不易」的

堅守。面對萬象，人將所見、所聽、所感、所思、自

我存在經驗、實踐與象的世界不斷深入碰撞，拓

展人的極限。這種亙古以恆的努力是基於一種相

信天人一貫、相信人可上達通曉天意的信念。雖然

「易有三義」在漢代才有經學家提出，但《國語‧周
語上》所載西周晚期幽王二年伯陽父論「三川皆

震」，已能體現天人一體中的三易精神之義：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

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

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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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

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天地秩序以陰陽二者的整體狀態來判定，天

地正常秩序中，陰陽皆出於動態中，只有一個大致

的位置分布（陽氣上行而陰氣下行），但並非靜止

不動。所謂失序，是陰陽二者皆被壓迫，失去動態

活性，導致山河源頭被阻塞，才引發紊亂和災難。

因此，除了整體兼照陰陽，還要把二者相互作用、

時間與空間變遷納入考察範圍。將複雜的地震現

象簡化為陰陽之氣運行狀態、將治國理政得失歸

為陰陽失序（天）和周德敗壞（人），是「易簡」的

運用；失序肯定了不移「不易」之序的價值；「出」、

「烝」表明了「變易」。

（二）不易：觀象進德的緻密操持

從個體而言，觀象以戒慎修德，並非《易傳》

始創，《論語》記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論語‧
鄉黨》），就是儒者內心與天象敏銳交接的莊嚴寫

照。莊嚴感來自時時提持的道德使命感，內省自

戒。道德之觀，樹立了價值與修持的「不易」，是將

心中體認到的恆常價值深植於天象所表徵的天意

中，建立了道德價值穩固的宇宙根基，使不蕩入虛

無，使主體道德踐履「全身心滲透著一種深沉的

宇宙意識」[57]。因此，象的彌漫性並非散漫，「當

下即是」的修持並不減弱道德努力，反而相反，是

將緻密的終極源頭灌注到平常，實際上更需要深

度功夫，才能實現孔子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如震卦《彖傳》：「震來虩虩，恐致福

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

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象傳》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上六《象傳》「震

索索，中未得也。雖凶無咎，畏鄰戒也。」《繫辭

傳》「二多譽，四多懼。」凡此皆反復申明由雷震之

劇烈驚悚的自然現象觸發的內省修德、戒慎恐懼

精神，戒懼敬畏中有對不可全知的道德源泉的恐

懼和他律約束力，內省則是自律和人格自立。

從整體社會而言，觀照卦爻中的「定位」之

象，便是作為「類存在」的人召喚對禮樂世界穩定

秩序[58]。《繫辭傳》開篇坦言：「天尊地卑，乾坤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

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天居上地居下的

自然地勢差異，成為倫理世界「常道」的象徵，名

分之尊卑被確立，宇宙萬物也在天地之間找到自

身排序、位分。又「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高

懸，其顯著特徵是物理亮度無物可比，因此象徵

光明，而光明又包含理性、開蒙、聰明聖智等觀念

意義。「象」與價值觀念之網疊加，編織了一個廣

大意義系統。意義是對宇宙實然的裁斷，「彖者，

材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宏觀宇宙充

滿不確定性，才必然產生對吉凶確定性或其背後

根源的追問。追問是為了抉擇、參與，使原來隱微

的吉凶趨勢變顯著，造成利弊後果，進一步在內

心留下遺恨、過失。象不僅是天意的開顯，也是人

面向天和世界的自我開放[59]，是自上而下、自下而

上的雙向道路。

人洞察自我有限性，覺知天和外在世界無限，

不僅是消極限定，也促成積極的道德意識。例如

「敬」的德目——敬總是朝向一個比自己更巨大、
或者超出自我掌控的對象。《文言傳》說「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內心樹立

敬德意識與外在的道德剛毅的道德規範相配，能

使人格挺立，生命獲得一種莊嚴深穆氣象，孤獨

感在此開闊的道德生命中得以開解消融。《小象

傳》亦屢言敬，如需卦九三爻《象傳》：「需於泥，

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要檢審警惕

自身原因招致禍患才能立乎不敗；上六爻辭及《象

傳》：「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

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

也。」敬之終吉，於偶然境遇之上毫無懈怠地確立

了一恆定原則：心中存有敬畏，則自始至終會吉

祥。還有從反面言之如訟卦上九爻《象傳》「以訟

受服，亦不足敬也」，因為處理訟獄事務得當而得

賞賜是不足為敬的，反應儒家重德禮輕刑法的政

治觀念。離卦初九爻辭「履錯然，敬之無咎」，《象

傳》說「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則更反復勸誡提

持敬德的免除禍患之利益。

正因內心先在的道德理性自覺與象交接想

感，象的普遍和深邃不斷被強化。如《彖傳》在解

釋剝卦時說：「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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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這是說剝落的意

思就是陰柔的力量（爻畫）改變了陽剛的力量（爻

畫），這是對應著剝卦初爻至五爻皆為陰爻，僅

存上爻唯一的陽爻而言的。處於剝落之時，象徵

小人勢力滋長而君子正道衰微。君子觀察剝卦的

卦象——陰陽消長的勢力對比，不僅僅得到純粹
客觀知識性的了解，而是蘊含著價值判斷——這
裡隱含著以陽代表君子之道的尚陽的文化觀念。

認識到客觀處境後，還要用以指導道德生活實

踐——「順而止之」。剝卦艮上象徵著止，地下象
徵順承，順而止之就是既要順從時局，不強硬對

抗，又要保存自身，不放棄主觀努力，在條件允許

時最終扭轉局面，再度張揚君子之道。在「剝」的

客觀境遇中，觀象不僅需要靜定不亂的澄澈心境

進行知性觀察，還需專一誠摯的道德心，以靜定之

心觀復蘇之動象，再進而轉化為實踐之原則。

（三）精純易簡

觀象是以「設卦」及確立卦型為前提的。「八

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繫辭下》），通過觀察分析思考陰陽爻交雜排

列的三位八卦系統及其代表的八種物象、六位

六十四卦系統、和卦爻辭揭示的物象實情得知吉

凶判斷。「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

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上》），八

卦排列組合最多得到六十四種可能，加之每一爻
[60]，極大拓展了原本的八類物象外延，這是「繁

化」[61]、演進。然而不論如何繁複，都可以將變化

原因推本於陰陽爻的相互推動，對「剛柔雜居」的

爻象基本情狀的覺察本身就是一個思維的簡化。

繁化和簡化，分別是卦象的動態衍生、增益和觀象

活動中的思維抽象與還原。

凝練簡化不等於還原到某種靜態本質。「陰

陽爻是被還原到近乎空白的至簡的意象符號，但

是這種不立文字的簡易卻不意味著貶義的貧乏，

反而恰恰避免了思維抽象對變易本身的僵化，能

夠顯示出在根基處維持世界生生運作的相摩相

蕩，並引導人們擺脫一切現成的思維方式和非本

真的附加之物的束縛，進入這種虛靈空蕩的純發

生境域。」[62]。易簡有時與純粹無雜相關，如《說

卦傳》「乾坤父母」思想，以純粹無雜質、內部高度

一致的乾坤二者為世界的基礎（父母），而駁雜的

事物（六子）則不足媲美之。需要說明的是，乾坤

二者的內部一致恰好沒有導致絕對同質的「一」，

而是兩個精純且對反的「一」之間「合德」。《文言

傳》在解釋乾卦卦辭「元亨利貞」時說：《乾》

「『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

也。」「元」代表萬物初始，而能亨通舒展。乾有生

發萬物，故其乃本原性存在；以美好性質利益天下

又不自我張揚，可謂真正的偉大，此乃「利貞」。其

剛強、健動、有道德承擔、利他、堅守正道、持重，

具備純淨、精純的品性。以性質精純者作為萬物的

本原和是繁複駁雜的基質，跟稷下道家的「精氣

說」有關，而其六條陽爻、陰爻，則是這一純粹本

體的衍生發揮，而能與萬物的實情相貫通，發揮功

效。

回歸易簡也建立了道德主體的創造性。例如

乾坤，「法象莫大乎天地」（《繫辭上》），天地乃有

形中至偉，天是最偉大的象，地順承天，是最偉大

的效法者。精純的乾坤因此深刻、悠遠、有力、涵

容廣大，擅長將萬物的複雜多樣狀態進行簡化、

抽象：「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

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繫

辭上》）乾坤至為易簡，平易切近而不玄遠縹緲，

與萬物親近不疏，最大限度爭取被人解讀、領會，

充分考慮了「接受者視角」。《繫辭傳》認為每一

卦象、爻象，所效法的正是這種易簡切近的精神，

這是孔子「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
也》）的延續。乾卦是「天下之至健」，極為健動不

息，坤卦是「天下之至順」，最為順和，二者德行能

夠「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繫辭下》），

恆常保持簡易平實，反而更能夠洞察道艱難險阻。

即以平常鎮定心境應對複雜與險惡，這也為儒者

恆定不變的道德品格的持守提供了堅實的形上依

據。

（四）觀法與創造

如引言中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繫辭下》），象有法則之義，

為創造提供了精神指引和樞紐：創造並不總是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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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無限度的繁複增益，也是簡明化、抽象化。聖

人目睹天下萬事萬物的豐富與複雜，才使用卦象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繫辭

上》），模擬萬物的形狀、容貌，確定每個事物具體

適宜的標準。從萬物本身無限的存在到符號性的

象，簡化而便推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可成為

普遍之法則、標準[63]。這種簡易切近精能夠催生

創造力，也使得事務變得可操作。

觀象制器是「聖人之道」的內容之一，《繫辭

傳》記載包犧氏觀離卦而發明網罟、聖人取夬卦

之靈感發明文字典籍等宏大敘事，都是效法卦象

從而變通衍生新器、以卦象作為認識中介[64]，進行

製造。《繫辭傳》肯定創新和進步，依據在於制器

乃為天下大公，「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物資完備，確立形器，利益民生，而非機巧偏私。
[65]觀象制器活動中，像是方法論和標準，「象事知

器」，對易卦的象徵、法則作用的剖析，能使人明白

器物的原理，簡而言之即樸素的象之中能給人萬

物規律的啟發。「制而用之，謂之法」，制定一套可

操作的方法、規範，並進而加以利用，進一步，「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這種利用不僅限於王

官或精英，而是要拓展到更廣大社會中，追求「百

姓與能」，經過大眾普遍參與、接受、使用、檢驗，

才稱得上是神妙。觀象制器以致用，涵蓋了分析簡

化、綜合領悟、實踐製造、社會功效全過程。

結語：道與路

與象介乎有無之間存在，會通天人的性質相

應，觀象是動態、靜態交織的存在體驗，包含感官

經驗和靜觀審查、動態綜觀、整體全觀、形上玄

觀、抽象分析與簡化等多方面思維和心識活動以

及道德實踐。「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

觀其變，而玩其占」（《繫辭上》），君子靜居時審

觀靜態卦象，有所行動時則要審查卦象的變動，

玩味占筮一步步展開和推導的過程。「吉凶者，失

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

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繫辭上》）吉凶是利弊得失的訊號，悔吝是

應對吉凶處境而生出的心象與意象，卦爻的變化

是人生一世出處進退之跡象，陰陽剛柔則寓示著

晝夜永恆交替。象彌散地遍存於人的生存境遇與

在世「路途」中，它不絕對內在化於心，也並不等

同於高度抽象無形無言的「道」；它不先天地排

除「名言」而是與之並行，它容納更多經驗性和具

象、情感、心理體驗的存有。路是一個敞開的活動

場域，但其方向性又是至關重要的，路上的人並不

宣稱自己已經到達終點——其精瘁之努力也許就
在於：保留知性意義上天道知識的極限；堅定確切

地築造道德理性；但人不至於成為象的奴隸，因為

象有在心中熔化醞釀創造，不過「藝術之象」就要

交給另一篇文章專予討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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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etween Heaven and Man-on the 
Imagery Existence and Thinking in Yi Zhuan

Wu Bao-l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Image-Symbol (Xiang) in Yi Z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man: heaven and man are separated and related. 
Image-Symbol paves an interactive path between 
infinite heaven’s descent and finite man’s ascent. The 
Image-Symbol exists between being and none-being. 
Being refers to visible, perceptible, knowable and 
thinkable, including a stabl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and overall order. None-being refers to formless, 
insubstantial, becoming. Due to Image-Symbol’s 
linking role between being and none-being, time and 
space being orderly, all things having classes, rituals 
having fixed rules, but they still can dwell in the unity of 
eternity and changes as “Yin and Yang mutually moving 
in a whole”. Image-Symbol inherits the sacredness of 
heaven, and pervades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human 
beings. It becomes the medium of speech and meaning,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Man’s life journey along Image-Symbol can make a 
cross-shape stretch: deep and continual communication 
with Heaven, expanding his limitation as to understand 
the universe as a whole. Thus, on the intellectual level, 
man’s learning through Imagery and Symbolic thinking 
is the access to Heaven; on the moral level, man’s firm, 
pure and strong moral will and practice can have real 
interactions with Image-Symbol so as to manifest or 
prove the infinite Heaven within one’s life. Furthermore, 
man is able to innovate. This is the basis of human’s 
“limited freedom” under-with Heaven.

Key Words: Heaven and Man, Image-Symbol, 
Being and None-being, Imagery /Symbolic Observation, 
Threefold meaning of 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