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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序 i

賴序

「《易》道坦坦直方大，德川洋洋虎豹文」 

─賀威 仁棣博士論文深造圓成獲獎出版

人生世間有許多神奇奧妙的偶然因緣，終究成為生命進程中的必然

究竟。筆者與威 仁棣的師生情緣，說起來就有著這種隨緣順時的美好

際遇與結果，如今「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唐〕李白〈下終南山

過斛斯山人宿置酒〉詩句），令人無比喜悅、十分欣慰。

威 自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畢業後，順利考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學系碩士班，選修筆者所開設的《易》學研討課程，又因非本科系畢

業，回修大學部相關必修課程；三年期間，又擔任日本儒學讀書會兼任

助理，師生教學相長，彼此惕厲奮勉，並在筆者指導下如期完成碩士學

位論文─《周易》卦爻辭同文現象研究，學志不泯，精進不息，應屆

考上博士班，持續深造，五年之內，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日本江戶時

代儒家《易》學研究，毅力信心，成就奠立了威 如今學術研究深厚遠

流的基礎。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威 研習日文，突飛猛晉，成功申請國

家科學委員會（今改制為「科技部」）「千里馬」獎助移地研究計畫，沈

潛涵泳於京都大學一年，在眾多師友的關顧協助之下，獲得了圓滿豐實

的研究成果，順利於 101學年度在口試委員的肯定指教之下，通過博士

學位論文口考，並取得博士學位。嗣經修訂增補之後，「日本江戶時代

儒家《易》學研究」博士論文，渥蒙審查委員青睞，榮獲國立政治大學

「第三屆思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哲學學門首獎，並於 2014年

5月 10日假臺北晶華飯店舉辦頒獎典禮，筆者應邀出席盛會，後生可

畏，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僅與有榮焉，益增薪火相傳之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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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正文六章，除序論與結論外，威 以深入考察的研究文獻，

首先探討江戶時代（1603-1867）儒家《易》學的時代背景，為本論文

開展宏觀的歷史時空視域；續以江戶時代儒學的《周易》註釋特色比

較，分別解讀分析了伊藤東涯與《周易經翼通解》、太宰春臺與《周易

反正》、中井履軒與《周易逢原》、皆川淇園與《周易繹解》、佐藤一齋

與《周易欄外書》、大田錦城與《九經談》六位代表名家的《易》學特

色面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切中肯綮，可謂功不唐捐；其次，析

論江戶時代儒者思想中的《易》學哲學開展，分別以理氣論觀點、陽明

學者的神秘性道德論，以及皆川淇園獨樹一幟的「開物學」為主軸，充

分體現了江戶時代《易》學哲學開展的時代性意義與價值，實為本論文

的要著核心；最後，則以江戶時代儒學論爭議題中的《周易》發論，揭

示崎門弟子破門事件─《文言傳》「敬內義外」詮釋論爭，以及反徂

徠與《周易》─「欲斥性理，必自《周易》始焉」，從正反議論之不

同向度中，對比見出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研究縱橫議論的多元性與歧

異性，深具觀照鑒證的學術蘊涵，值得參考省思。

因此，總體而言，威 本論文成功之處，筆者簡略歸納為三點看

法：首先，在於充分掌握研究文獻，遠赴京都親履實勘，「上窮碧落下

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材料）」（傅斯年孟真先生治學名言），並能歸

納分析、研判材料，斟酌損益，去取汲引，非常精準而練達。其次，能

以中西哲學本科的嚴謹邏輯思想訓練，傳統國學證實運虛的細緻嚴整工

夫，人物時代並重，正論爭議相較，宏觀微觀兼具，敏銳而清明條達的

詮釋課題、臧否得失。其三，廣搜約取，勤學善叩，博習親師，切磋請

益，「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偽學別體親風雅，轉益多師

是汝師」（〔唐〕杜甫〈戲為六絕句〉第六首），若非「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西漢〕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之士，焉能體

道入微？威 仁棣讀書融釋，升入德之門；講學縝密，兌自得之樂，可

謂入乎其內，而出乎其外。本書既已匡補闕遺，修訂蕆事付梓，相信出

版發行之後，當與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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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9年）、王鑫《日本近世易學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文化交

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2年），互為齊驅比肩，頡頏上下了。

學海無涯，志業不盡，期許威 能更上層樓，貢獻學能，發光傳熱，不

負平生。

本序題聯為「《易》道坦坦直方大，德川洋洋虎豹文」，多典引自

《易經》，以為威 及學者、讀者取資觀善之源頭活水。上句「《易》

道坦坦」截用〈履‧九二〉爻辭：「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直方大」

則為〈坤‧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傳〉詮釋曰：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履‧九二〉陽爻居

中不當位而貞吉，體現孔聖儒家以〈履〉卦為自我實現的坦坦大道；

〈坤‧六二〉居中當位，德位兼備，則彰顯開張儒家誠敬之教─「涵

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北宋〕程頤《二程全書‧遺書第十八‧伊

川先生語四》），檃栝此二卦爻辭，以寓「一陰一陽之謂道」涵義。下句

「德川洋洋」，乃比喻江戶時代（又稱德川時代，指日本歷史中在江戶

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時期）人才之濟濟，並與上句相協互對，期以符應契

合「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第七》）天道人

德、下學上達之妙詣；「虎豹文」則分別襲引〈革‧九五〉爻辭：「大

人虎變，未占有孚。」〈小象傳〉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革‧

上六〉爻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小象傳〉曰：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周易‧雜卦傳》

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以〈革〉故〈鼎〉新之意，

期許威 能溫故知新，「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南宋〕

朱熹〈鵝湖寺和陸子壽〉），虎豹時變，炳蔚其文，生生永續，代代不

絕，是為本賀贈序文之悃悃至誠與殷殷蘄嚮。

　2014年 8月 28日（星期四）雲澹風輕近午天

謹識於臺灣師大國文系「屯仁學易咫進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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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書《日本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研究》，係以我的博士論文為基

礎，加以修訂而成。這份研究的核心關懷在於，儒學發展達到興盛期的

日本江戶時代中，在《易》學方面的面貌為何？與中國《易》學可相對

話之處為何？基於此問題意識，筆者試圖透過這樣的研究，作出些許回

答，面對相關探討不多的現況，貢獻一己綿薄之力。

而這些問題意識事實上通往一個更大的領域：東亞研究。

東亞研究涵蓋諸多複雜的子領域與目的，包括政治、經濟、歷史、

文化、思想、文藝等等，可著力的課題之多，紙墨難以道盡。臺灣位於

東亞，而又為多元文化沖激之地，實在可以說具有東亞研究方面的優勢

與義務。而從身為中文研究社群一分子的角度來看，目前中文系參與東

亞研究的切入點，自然是集中於思想與文藝方面，特別是十九世紀以前

的部分。對我而言，這種研究的目的，在於透過對這些題材的探討，跨

出中國地域，觀察漢文化傳播之後的發展情形，尋找與中國的同異之

處，進而更明瞭所謂「東方文化」的實相。

中文系作為現代學術分科意義下的研究社群，且又處於二十世紀以

來的現代社會中，不諱言地存在著異化的危機，但也擁有來自新方法、

新視野的契機。我自己的學習起點始於英美分析哲學，而又落腳於中國

哲學。一路走來至今，對於這種危機與契機感受甚深，也因此懷抱著對

東亞研究之價值的肯定。隨著學思歷程發展，我開始認為，我們不宜用

太過本質論的方式去看待一國之文化，因為在歷史進程中必定含有來自

他國的滲入痕跡。考慮到這一點，便已無法接受過於粗糙的兩國或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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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比較論述。惟有透過對跨地域的歷史進行更全面的掌握，才能了

解文化內涵的實相，這是涉及文化的價值判斷得以有效的前提。在此，

具有一個更大視野的研究就有存在的必要，那就是東亞研究。

相較於如此龐大的課題，本書內容的渺小程度，即便連滄海一粟都

難以稱得上，甚至可能會讓人懷疑：這麼冷僻的題目能產生什麼作用？

但我相信：所有的學術研究都有賴於前人從基本文獻的探討開始，一層

一層地慢慢堆砌。我曾受惠於許多像這樣的，前人寂寞而又堅實的工

程，因此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為其他人腳下的磚瓦，讓大家爬得更高

更遠。此外，本書所探討之對象，多屬分殊之例，我完全深知箇中的組

織性、整體性與宏觀敘述方面實可再加強。這固然與我尚未具備總攝一

時代之眼力與氣魄有關，但主要原因也在於我揀選論述對象時，力求其

異，以陳列更多的當時學派與治《易》路數，藉此擴展觀察的範圍，或

許也能提供其他人更多的後續參與空間。

使我鼓起勇氣，不揣淺陋的最根本動力，仍然是本研究題目的隱含

潛力。在眾多東亞文化所能開展出的切入面向中，《周易》作為仍活躍

於今日東亞社會的典籍，相關問題之探討價值沒有理由遜於其他部分。

更何況這個子領域尚未有多人探討，雖有先行研究但數量稀少，亟待開

拓，且未嘗不能成為通往其他問題的橋樑。本書可以算得上是我對於上

述關懷，到目前為止的一個努力嘗試。

這份嘗試在進行過程中，得到國科會（今更名為科技部）「補助博

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之資助，否則我實難前往日本閱覽必要的貴重原

典，並享受到京都大學的豐富資源。博士論文完成後，又獲第三屆「思

源人文社會科學博士論文獎」，乃有本書之出版。我必須對相關的所有

審查委員以及政大出版社鄭重致上謝意。最需要感謝的，是賴貴三老

師、藤井倫明老師、張崑將老師、佐藤將之老師、辻本雅史老師等等眾

多在我學習歷程中給予諸多指點與不可或缺之提攜照顧的師長們，這份

尚不成熟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帶來任何榮耀，應獻給他們。求學過程的同

學與朋友使我有力氣持續面對孤寂的學術之路，我深愛與深愛我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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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伴侶賜給我包容和滋潤，期盼來自學位的小小成就能發揮回報之

用。

論文修改過程中，許多畫面隨著一字一句浮上心頭。初抵京都，拉

著行李箱踏在夜晚街頭上的茫然、在租屋處附近發現養正小學校門口直

接寫著《周易》文句時的驚訝（那塊小小的標識讓我知道我的研究絕非

毫無意義）、穿梭圖書館上下各樓層的忙碌、頂著豔陽與飛雪，為柴米

油鹽醬醋茶奔走的疲憊、在研究室及住所中與文獻搏鬥的寂寥、暫時放

下論文工作，走入校園參加祭典的自在，以及縱橫市內，尋訪各寺社與

古蹟，並小憩於鴨川河畔的感動⋯⋯這一切的一切，最後想要附帶感謝

的人是我自己。謝謝自己的堅持與忍受，才有播種後的收割，擁有這段

生命中值得細品回味的一年。往後更長遠、更艱辛的道路，也希望自己

同樣能堅持下去。

　2014.08.19



Chapter 1

第一章　序論 001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國思想史的開展，離不開「經典詮釋」的面向。縱觀中國思想的

長河，以儒釋道三教為主流，彼此各有不同的學術性格、哲學立場及流

傳場域。其中時有融會與論爭，其生命力共同綿延至今，在臺灣亦以學

術研究、日常禮俗或宗教活動等多彩多姿的形態存在。而三教發展在歷

史上共同的特色是對於經典的尊崇，以經典詮釋作為自身表述的一大途

徑。我們可以在三教中找到許多教中之經典，並看到它們如何佔據中心

地位，讓後人浸淫其中。單以儒學來看，我們絕不可能想像不透過六經

（乃至後來的十三經）、略過古典文獻作者所處的語境來接觸儒學的可

行性，而儒學史上也絕無哪一位被視為極具原創性和代表性的大家不藉

由詮釋經典來開展自身思想。

而在這之中，我們恐怕不得不首先對被尊為「群經之首」的《周

易》加以注目。《漢書‧藝文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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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中大有於群經中特尊《周易》之

1 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據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
北：鼎文書局，1991年），頁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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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最能充分表述《周易》在中國思想史上之重要性者，可以《四庫全

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這一段話為代表：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

算術，以逮於方外之爐火，皆可以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

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2

固然提要撰作者的立場在於這些援《易》立說所衍生的產物皆非《周

易》本來面目，但也道盡了《周易》如何因人們援之以立說而深入各種

領域，成為中國思想史，乃至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柢固的存在。當然，

會演變成這種態勢，自然和《周易》被儒道兩家當作經典有關。在儒

家，《周易》進入六經之列，為《禮記‧經解》盛讚「絜靜精微，《易》

教也」，在西漢又有施、孟、梁丘、京四家立為學官，從義理和政治上

取得了權威性；在道家，有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以《易》說丹，以及

王弼（226-249）援道入儒，以玄解《易》，又強化了《周易》在後世道

家、道教中的地位。3

我們可以推測，正因為《周易》在儒道這兩家大宗的傳統文化脈

絡中取得了相應於經典性質的影響力，使得後來人們有極高的企圖去援

《易》立說。然而我們還可以從更古老的脈絡來觀察，從《左傳》、《國

語》中《易》占之例顯現的《周易》之占筮基本功能及道德義理發揮，

2 永瑢（1744-1790）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王雲五編：《國學基本叢書四百
種》第四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頁 2。

3 我們亦可以說魏伯陽和王弼之所以選擇援《易》立說的原因，有可能是漢代經學

作為干祿之學的情況下，儒家在政治力上賦予《周易》權威性，進而促成《周

易》的正典性，使他們也含有正典意識，處在一種有必要以此建立自身學說的氛

圍中。但毋須光憑現實政治權威使然的角度來衡量他們對《易》學的投入。《周

易》自身所內含的，天道與人事之詮釋方向的豐富性更值得注意，這一點不應因

《周易》享有干祿地位之資本而被忽視抹殺。以王弼為例，關於其選擇《周易》

作為開展其自身玄學系統之思想性分析，可見湯用彤（1893-1964）：〈王弼之周
易論語新義〉，收入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據里仁書局編：《魏晉思想乙編三

種》（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 8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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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各家諸子相摩激盪的戰國時代至漢初年間，所形成之融合儒道，

堪稱當時中國思想集大成之《易傳》來看，我們也可以說《周易》之所

以在當時被各家學者所重視，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其中所蘊藏的，得以

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內在力量，讓他們貫通自然秩序與人事秩序，感受

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周易‧繫辭上》語）。《周

易》的這個特點，不僅是其成為經典的條件，在群經之中恐怕也無有能

出其右者。姑且不論「《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的衡定，在《四庫全

書》所收經部書籍中，《易》類所佔數目最多，亦足以說明其影響力。

換言之，就質與量而言，《周易》為群經之首，當之無愧。中國思想史

的發展上，亦隨處可見《周易》的痕跡。若我們能認知經典詮釋其實就

是中國思想賴以發展的途徑，則當能明白這些痕跡之所由。

隨著漢籍的域外傳播，包含《周易》在內的各種經典傳至日本，

落地生根，在儒學、神道、占筮及其他各種領域逐漸發揮影響力，正

如其在中國所佔有的地位一般。以儒學來看，日本漢學家服部宇之吉

（1867-1939）曾言道：

儒教東漸，夙與吾固有之皇道融會，成渾然一道，即日本儒教

是也。德川氏偃武修文，文教鬱然而起，諸派儒學駢鑣併馳，

曰南學，曰京學，曰水戶學，曰王學，曰古學，曰折衷學，而

德川氏以程朱學統制。明此等諸派儒學之由來特色乃成日本之

儒學史，即儒學於日本之歷史。4

4 服部宇之吉：〈序〉，安井小太郎（1858-1938）：《日本儒學史》（東京：富山房，
1939年），頁 1。原文：「儒教東漸，夙に吾か固有の　皇道と融會し，渾然一道
を成せり，即ち日本儒教是れ。德川氏武を偃せ文を修むるや，文教鬱然として

起れり，諸派の儒學鑣を駢へ併せ馳す，曰く南學，曰く京學，曰く水戶學，曰

く王學，曰く古學，曰く折衷學，而して德川氏程朱學を以て之を統制す。此等

諸派の儒學につき其の由來特色等を明らかにするものを日本の儒學史と為す，

即ち日本に於ける儒學の歷史たり。」本書凡引用之文獻為日文者，均由筆者翻

譯為中文，並於註腳處附上原文以供讀者參考。下仿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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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此處服部宇之吉所指出的，德川時代（江戶時代，1600-1867）乃

是日本儒學蔚然大興的時代。其綿延至今，亦擁有其生命力，而成為日

本文化的一部分。當代學者湯淺邦弘亦曾說：

中國思想，特別是儒教，對東亞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日本亦不

例外，從江戶時代到近代的日本學術，乃以漢學為第一學問。

中國思想史並非在中國世界中完結，而是作為朝鮮儒教、日本

漢學等，在變形的同時又進行擴大。因此，中國思想研究並非

單單只是關於中國的古典解讀，而是在對我們日本人的歷史、

學術、文化的闡明上也成為了重要角色。5

於是也可以說，研究日式的中國文化元素，明瞭它們從自中國傳入一直

到日本邁入近代化之前這段時間的表現情形，其實也是通往「何謂日本

這個國家」問題的途徑之一。它們所產生的主要歷史背景，並不是現

代，而是所謂的古代、中世、近世，也就是上古中日交流之始乃至江戶

時代這段時間的傳統日本，恰與明治維新後亟欲藉西學而脫亞、邁向世

界強國之林的日本相對比。6

5 湯淺邦弘編：《概說中国思想史》（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年）序章〈中国
思想史への招待〉，頁 3。原文：「中国の思想、特に儒教は、東アジア圏に大き
な影響を与えた。日本もその例外でなく、江戸時代から近代までの日本の学問
は、漢学こそ第一の学問であった。中国思想史は、中国世界において完結して
いたわけではない。朝鮮儒教、日本漢学などとして、形を変えながら拡大して
いった。したがって、中国思想の研究は、単に中国の古典読解についてだけで
なく、われわれ日本人の歴史、学術、文化の解明についても大きな役割を果た
していくのである。」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變形」一詞，充分表達了中國儒學

與日本儒學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正是其不容忽視之處。可以說在儒學的平台

上，中日具有相對等之地位，而非宗主與附庸之關係以及古代夷夏觀的複製結

果。誠如當代學者孫歌所說的：「如果以儒學為視角建立東亞論述同時又以直觀的

態度把東亞各國的儒學視為同一個東西，這樣的東亞視角將會由於缺少歷史和現

實性格而變成一紙空論。」見孫歌：〈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收入孫歌：《把握

進入歷史的瞬間》（臺北：人間出版社，2010年 12月），頁 6。
6 以漢學角度為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西學的影響下，掀起了漢學、漢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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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的日本，早已在東亞史上寫下了第一個邁向近代化國家的歷

史成就，並在今日令人聯想到亞洲國家中高度現代化之國的印象。7但

並不代表這些傳統元素是應當被束之高閣的故紙堆，因為除了前面所說

的，在現今的日本仍可以找到其相關現象，它們早已深刻地成為了日本

內在的血肉，還有另一種可能是：其中仍然多有滄海遺珠，蘊含著尚未

被人關注而有待開拓的對話面向，或是為眾人習焉而不察的生活成分。

因此，年代較舊的課題不等於過時，我們可能在其中找到日本文化的探

索空間，同時也找到中國文化更多元的可能性，正如同「古代文化面貌

的復原與闡述」這樣的工作，至今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仍不亞於抉發

傳統素材之現代意義一般。儘管此時所開展出來的中國文化因屬日式而

不屬於中國，但若是將這些典籍、宗教、藝術形式等視為更具開放性、

更獨立的對象而非中國的私有財的話，則本身之豐富性當不失為一種值

得重視的價值。了解日本與了解我們自身，在此成為一體兩面。這也是

日本儒學研究課題的價值所在。

而以日本儒學研究來說，關於其所具備的朱子學、陽明學、古學

等各種學派，以及其中展現的四書等經典之詮釋，已是此領域為人耳熟

能詳的探討進路。既然如此，以《周易》的角度切入來探討其面貌，當

是值得採取的作法。事實上，作為儒家經典的《周易》也在日本一般生

活場域中留下了影響的痕跡，現代日本語中存有「豹變」、「一陽來復」

等出典於《周易》的詞彙即為一例，更可見此進路所隱含的探討空間。

然而這方面的論著甚少（詳下〈文獻探討〉），仍有許多可供探索之處。

筆者深知，以一本書的分量，不可能將此問題開發殆盡，而這問題相對

於所有日本相關研究的宇集，又宛如一幅拼圖中極其微小的一片而已。

作為落後的象徵應當被拋棄的論爭。詳參何群雄：《漢字在日本》（香港：商務印

書館，2001年）。
7 此處「近代化」、「現代化」云云，雖不免牽涉到更為複雜的問題，但姑且採取較

為直觀的定義，即指涉吸收並採取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以降，以歐洲為中心而

產生的生產技術與模式以及政治體制和相關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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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完成圖像」的目標而言，恆河沙數的每一片拼圖都具備同樣的價

值與必要性。故筆者不揣淺陋，以日本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為題進行

研究，期能拋磚引玉，提供一個認識日本思想的角度，藉此研究觀察日

本江戶時代儒者對《周易》的注解、詮釋以及衍生出的《易》學觀點，

並探討其《易》學與儒者之思想體系乃至文化環境之間具有何種互動情

形，以明《易》學在東亞作為知識體系之一環的開展面貌，以及日本文

化史中相關成分之一端。

另外有兩點需附帶說明：一，雖然《周易》本帶有卜筮之書的性

質，不論是在中國抑或日本文化中，用作卜筮架構的面向從未消失過，

儒者與卜筮者的身分也未必涇渭分明。然本研究基於學力與時間考量，

擬將主題集中於傳統儒學中的經學與儒家義理面向，來探討《周易》於

日本儒學中的地位。卜筮《易》學之相關問題則留待來日。二，正如同

中國儒學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與佛道等其他思想有所交涉，日本儒學中

也可看到神道等非儒家的成分，此為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由於本研究

之主軸在於儒家脈絡下的《易》學，故仍將以屬於儒家傳統詮釋方式與

本懷的思想表現為主要探討對象。在必要時將會提及該思想與儒家以外

元素之間的關係，然仍將以最低限度為之。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以江戶時代儒學與《周易》之關係為主題的論著，大致上可分為

兩類，一類是以個別儒者思想中涉及《周易》的部分，或是個別儒者的

《易》學解釋為主要探討對象，另一類則是不以單一儒者為單位，試圖

將範圍放到整個江戶時代儒學，來觀察與《周易》相關的表現。

一、針對個別儒者之研究

針對江戶時代個別儒者與《周易》之關係為主題的論著，皆為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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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或為期刊論文，或為專書所集結文章中之一篇。而其中所處理的

問題，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有關該儒者的《易》學著作，以及《周

易》文本詮釋的表現。近三十年左右，這方面的論著包括土田健次郎

〈伊藤仁齋的易學〉 8、花崎隆一郎〈東涯「卦變考」劄記─その「通

解」との比較において〉 9、前田勉〈仁斎学の継承─伊藤東涯の「易」
解釈〉10、村上雅孝〈近世易学受容史における鵞峰点易經本義の意
義〉11、濱久雄〈伊藤東涯の易学〉12、〈荻生徂徠の易学思想〉13、〈太宰

春台の易学思想〉14、伊東倫厚（1943-2007）〈伊藤東涯の《周易》十

翼批判〉15、田中佩刀：〈《周易》四徳に関する佐藤一斎の解釈〉。16第

二類為該儒者與《易》學相關的運用，包括近藤啟吾〈易学と山崎闇
斎〉17、濱田秀〈皆川淇園論─「九籌」概念を中心に─〉18、佐田智明

8 土田健次郎：〈伊藤仁齋的易學〉，鄭萬耕編：《中國傳統哲學新論─朱伯崑教授

七十五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年）。
9 花崎隆一郎〈東涯「卦變考」劄記─その「通解」との比較において〉，大阪大學

中國哲學研究室編：《中国研究集刊》來 19（1997年 1月），頁 1662-1685。
10 前田勉：〈仁斎学の前田勉：〈仁斎学の継承─伊藤東涯の「易」解釈〉，《文芸研
究》第 108集（1985年 1月），頁 28-38。

11 村上雅孝：〈近世易学受容史における鵞峰点易經本義の意義〉，《文芸研究》第
100集（1982年 5月），頁 79-88。

12 濱久雄：〈伊藤東涯の易学〉，《東洋研究》第 90集（1989年 1月），頁 1-31。
13 濱久雄：〈荻生徂徠の易学思想〉，《東洋研究》第 161集（2006年 11月），頁

53-79。
14 濱久雄：〈太宰春台の易学思想〉，《東洋研究》第 175集（2010年 1月），頁

1-22。
15 伊東倫厚：〈伊藤東涯の《周易》十翼批判〉，《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5集（2003
年），頁 276-287。

16 田中佩刀：〈《周易》四徳に関する佐藤一斎の解釈〉，《大倉山論集》第 33、36集
（1993年 3月、1994年 12月），頁 1-25、47-70。

17 近藤啟吾：〈易学と山崎闇斎〉，收入近藤啟吾：《山崎闇斎の研究》（京都：神道
史学会，1986年）。

18 濱田秀：〈皆川淇園論─「九籌」概念を中心に─〉，《山辺道》第 44、46集
（2000年 3月、2002年 3月），頁 1-15、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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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川淇園の九籌說について〉19、〈皆川淇園の語分析の方法─「易

学開物」を中心に─〉20、野口武彥〈開物と声象─皆川淇園の「怪物
学」解読のこころみ─〉21、肱岡泰典〈皆川淇園の開物学〉22等。

這些論著已經為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的研究揭示了些許方向，

可作為後人的研究基礎。然以三十年的時間幅度來說，這樣的研究成果

仍屬稀少，且所被關注到的儒者雖然確實重要，但在單篇文章篇幅有限

的情況下，就單一儒者本身相關的問題而言，還留下許多有待開發的空

間。可以看到這些文章係針對該儒者《易》學中的某一主題展開論述，

而濱久雄的三篇著作，雖試圖全面性地說明該儒者的所有《易》著，但

相對而言在深度上就不免受到限制，而較偏重於題解式的開展。就此類

研究成果的總集合來說，尚有許多未被觸及到的儒者。而以個別儒者為

研究議題的方式，相當於研究領域整體的基礎性工作，不可謂不重要。

但相對的就比較不容易更具脈絡性地看待《周易》與江戶時代儒學的關

係。總而言之，從這些論著中可以看到近三十年來已有些許關於江戶時

代儒者之《易》學的探討，然相對於其他日本儒學的研究進路來說，仍

然是較為少見的。

二、針對時代性的研究

另一種研究論著以不只一位儒者為探討對象，而試圖就一個時代

面去把握《周易》與江戶時代儒學的關係。此類論著涵蓋單篇文章與專

19 佐田智明：〈皆川淇園の九籌說について〉，《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紀要‧人文科学》
第 38號（1989年 9月），頁 314-324。

20 佐田智明：〈皆川淇園の語分析の方法─「易学開物」を中心に─〉，《福岡大学人
文論叢》第 24卷第 2號（1992年 10月），頁 409-461。

21 野口武彥：〈開物と声象─皆川淇園の「怪物学」解読のこころみ─〉，收入野口
武彥：《江戸思想史の地形》（東京：ペリカン社，1993年），頁 215-248。

22 肱岡泰典：〈皆川淇園の開物学〉，大阪大學中國哲學研究室編：《中国研究集刊》
寒 18（1996年 5月），頁 1538-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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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各兩種，然數量亦十分稀少。在單篇文章方面，有山中浩之〈日本人

と易〉23為早期的代表。該文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觀察日本文化中的《周

易》作用，包括《周易》對武將的現實決策意識、天皇的天命掌握意

圖、儒者與庶民的生活疑難依賴等等各處的影響，勾勒出《周易》作為

卜筮之書而為日本所重視的文化史鳥瞰圖。對於《周易》與日本文化

關係之課題，本文有入門簡介之功。然另一方面，或許是受限於篇幅所

致，本文仍只是點到為止的描述，並不全面。由於討論核心放在《周

易》作為卜筮之書的功能，其經學、哲學方面的性質極少觸及，而江戶

時代儒者對《周易》的註釋、發揮等學術活動亦不見於此。雖然該文反

映了日本對《周易》現實功能的需求，但《周易》的內涵亦不免在此被

縮限。另外較為深入的單篇文章為子安宣邦〈日本祭政一致的國家理

念與其成立過程─以《易‧觀‧彖辭》「聖人以神道設教」為主的討

論〉。24該文以水戶學派的會澤正志齋（1782-1863）所著之《新論》中

「天祖以神道設教」一句作為出發點，指出其轉換自觀卦《彖傳》的

「聖人以神道設教」，並主張這種將國體與祭祀結合的思想，可上溯至

荻生徂徠的鬼神論，而使得徂徠學派與水戶學派可循此線索相連結。嚴

格來說，子安宣邦此文並非以儒學為主，而是屬於政治與神道方面的討

論。然其中畢竟涉及到儒者思想與《周易》對江戶時代之影響，故仍可

算是先行研究之一部分。該文也等於從儒學以外的角度證成了《周易》

在江戶時代作為思想元素來源的地位。

另一篇單篇文章為楊宏聲（1952-2013）《本土與域外─超越的周

易文化》中的其中一篇〈易經在古代日本的傳播與日本傳統易學〉。25

23 山中浩之：〈日本人と易〉，收入加地伸行編：《易の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

1994年），頁 66-88。
24 子安宣邦著，陳瑋芬譯：〈日本祭政一致的國家理念與其成立過程─以《易‧

觀‧彖辭》「聖人以神道設教」為主的討論〉，《清華學報》第 33卷第 2期（2003
年 12月），頁 365-376。

25 楊宏聲：《本土與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1995年），第三編第三章〈易經在古代日本的傳播與日本傳統易學〉，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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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書探討《易》學在近代以降的海峽兩岸、東亞與歐美的研究概況，而

此篇文章則就江戶時代以前的《易》學而論，包括傳播過程以及代表性

表現等等。作者介紹了江戶時代以前的《周易》流傳與《易》學發展情

形，接著將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稱為「日本傳統《易》學」，舉出了

朱子學派、古學派、陽明學派等幾位儒者。整體而言，該篇有入門接引

之用，能幫助讀者大致了解此領域有哪些可注意之處。雖然因屬於鳥

瞰，而且篇幅比例上其實偏重於江戶時代以前，導致對於江戶儒者的描

述寥寥無幾，但至少也提點出些許研究方向。

只不過，該文有一些較為嚴重而無法忽視的缺陷，例如作者將江

戶時代儒學分為三階段，說：「第一階段（公元 1603-1735年）為朱子

學勃興的時期；第二階段（公元 1736-1778年），為古學派崛起與諸子

學相抗衡的時期；第三時期（公元 1789-1867年），是陰陽學隆盛與朱

子學相對立的時期。」 26，這種論斷不見其根據，更不合乎學界對江戶

時代的認識。此外，作者所說的「從仁齋創建古義堂的以後 244年中，

學堂即是伊藤家族的教育中心，也是日本從事漢學研究的中心」 27、「徂

徠以為《論語》和《孟子》並非唯一中心，還應熟習包括《易經》在內

的六經」 28，都有語病且不精確；說「仁藤一齋⋯⋯有多部《易》著：

《易》、《易學啟蒙》，並在許多論文中闡釋《易經》的思想」 29，讀來不

知所云。楊氏又說「折衷派⋯⋯其初追隨荻生徂徠由六經探求古道的學

風，徂徠死後，則以批判徂徠學的面目而表現其學術立場」 30、「皆川淇

園⋯⋯的主要著作《名疇》，是對《易》和《周書‧洪範篇》中主要概

念的考證性解說」31，皆大悖於歷史事實。類似錯誤不暇一一列舉，凡

147-161。
26 同上註，頁 156。引文中「陰陽學」一詞，應為「陽明學」之誤。
27 同上註，頁 158。
28 同上註，頁 159。
29 同上註，頁 160。引文中「仁藤」實為「佐藤」之誤。
30 同上註。
31 同上註，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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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種，使得該文參考價值不高，若盡信之，恐受誤導。

目前為止，若是提到這方面較為重要的專書著作，則可首推吳偉明

《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32其前身為作者於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的博

士論文33，進行修改後以中文出版而成此書。該書全面吸收了前述山中

浩之的介紹性論著，並將探討領域大幅擴充，貢獻極大。當代學者黑住

真評論道：

吳是首個真正探討日本《易》學的學者。這題目在日本及西方

學界都是前無古人的創舉。基於大量原始史料，他從社會文

化、思想及比較角度探討《易經》對日本的影響。此作有助重

新認識德川歷史。34

黑住真此語，足以彰顯此書在東亞研究的框架下，關於江戶時代《周

易》經典詮釋研究的學術貢獻，也點出了此領域實有待更多人參與開拓

的狀況。該書共十一章，分為「歷史背景」、「思想衝擊」、「文化影響」

三部分，並附有江戶時代學者的《易》學著作與此時中國輸入日本的

《易》學相關書籍目錄。

在「歷史背景」部分，作者敘述《周易》自傳入到江戶時代之前，

為日本所接觸、學習的歷程，分別談論了禪僧、朝廷博士家、足利學校

等研究《周易》的概況以及從漢注到宋注的勢力消長。此外又統計了江

戶時代輸入、重刻或標點中國《易》著以及出版《易》學專著的數量，

並概述當時各領域知識分子及《易》占者大致的《易》學論著特徵及應

用情形。接著在「思想衝擊」部分，作者從政治、經濟、神道、佛教四

方面，舉出知識分子們在陳述自身思想或建構理論系統時，所反映出的

來自《周易》之影響痕跡。另外在「文化影響」部分，則以自然科學、

32 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33 Wai-ming Ng: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34 見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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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軍事、文藝四領域為探討對象，舉出《易》理為江戶時人應用之

例證，尤其是其中自然科學與醫學的部分，由於涉及西學東漸後，與傳

統文化之間產生的衝突，因此等於提供了一個以《周易》為切入點，透

過學者們試圖調和東西兩方理論系統之嘗試，而對西學融入日本的過程

所作的觀察，此乃重要的成果。

最後，作者總結指出，《周易》深深影響了日本江戶時代的思想與

文化，並滲透到各種不同的領域，在本土思想之形成中佔有重要地位，

且使得陰陽五行等相關之中國概念文化在日本普及，同時又被用來將西

方科學合理化、融入固有思想框架之中。這些現象也反映了日本江戶

《易》學本土化與重實用的特色。

作者認為，《周易》雖被儒家尊為經典，但並不為儒家所獨有，而

是被各種思想和宗教所吸納，在中國如此，在日本亦然。而該書涵蓋層

面甚廣，亦可說是表現了作者對於《周易》地位的理解。作者試圖以此

研究進路填補江戶思想史研究之空白處，以新的課題探討中日文化交流

互動之面向，成果可以說十分優秀。在此之前，該領域並無以此為題的

專書進行探討，這說明了作者於此實有開山之功。該書之貢獻至少有以

下三點：第一，作者仔細地統計了江戶時期《易》學著作、重印和輸入

的中國《易》學書籍，大幅補充前人的統計結果。書中附錄有這些統計

的一覽表，為後續的延伸研究提供方向，功不可沒；第二，以《周易》

角度切入江戶時代的文化，等於是開發一種新的研究角度。以中日交流

史的觀點去補充日本研究的元素，但又不會過度強調中國主體性，使日

本淪為被動的他者，而是同時也強調日本主動加以改造運用的情形，

這絕對有助於後續的江戶思想文化史研究；第三，東亞經典詮釋的研

究，對於原本以中國為範圍的經典研究而言，可以提供更加多元性的經

典涵義。不同民族基於不同目的而對經典作的詮釋，都是在發掘經典的

面貌。該書對江戶《易》學作了一個初步的考察，可以說是未來中日

《易》學史與《易》學發展進行對話的基礎。

然該書亦有不足之處，如作者自承，研究結果只能對江戶《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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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基本輪廓的描繪，未能對書中所有牽涉到的領域作更深入的探討。

此外，還有不少領域，如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形上學、倫理學等領域，

在書中所佔篇幅寥寥無幾，談論儒者們的《易》學時，僅有簡介，而無

深入的思想結構分析。作者以令人讚嘆的領域廣度進行鋪陳，相對的在

深度方面就無法全盤顧及。不過該書乃後續相關研究的根基及必讀著

作，這是無庸置疑的。35

最新的論著則是王鑫《日本近世易學研究》36，乃作者的博士論

文。該書主要由個別期刊論文組成，該書共分五章，每章討論不同對

象，分別說明了山崎闇齋、伊藤仁齋、伊藤東涯、太宰春臺四人的

《易》學，最後並透過大阪地區儒者藤澤東畡（1795-1865）及藤澤

南岳（1842-1920）所編的《周易輯疏》，來探討藤澤東畡於文政八年
（1825）所創立之「泊園書院」的學術。作者於前四章介紹該儒者重

要的《易》學著作，以及其中可見之《易》學思想重要特徵，其後並說

明該儒者之思想體系中與《周易》相關之部分，諸如山崎闇齋的神道概

念、伊藤仁齋的古學派形上學、伊藤東涯的古學派心性與工夫論，以及

太宰春臺的政治論述與《周易》之間的關係。在《周易輯疏》方面，則

介紹了該書的體例及版本，並附帶討論了其中展現出的，承襲自徂徠學

派之政治思想，以作為對泊園書院性質的觀察。

最後，作者歸納出探討過程中所得出的一些共同特色：首先，朱子

學《易》學在當時的影響十分龐大，乃不能迴避的對象。朱子學以外的

學派亦必須透過與朱熹《易》學對話的方式來展開其論述。也因此，朱

熹透過《易》學所揭示的「理一」概念，也成為各家思想中需要面對的

問題。另外，正因為朱熹《易》學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故也使得《周易

本義》的版本問題為人所關注。蓋傳入日本的《大全》本《周易本義》

35 筆者曾對此書撰寫過書評，可以參考。詳見拙著：〈評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

影響》〉，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 17期（2011年 9月），頁 699-706。
36 王鑫：《日本近世易學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博士論

文，2012年）。



日本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研究014

乃改動後的版本，使日本並未認識到朱熹所欲依循之古《易》，直到山

崎闇齋才恢復朱熹真正所採用之編排方式。這種對正確版本的需求，也

是當時《周易本義》影響力的表現。除此之外，江戶時代《易》學者亦

努力吸收中國《易》學中象數或義理的研究成果，並有所回應，且運用

於建構自身之思想體系上，中國《易》學的一些主要特點都體現在江戶

時代《易》學中。

王鑫的研究鎖定在儒學上，而不若吳偉明廣涉諸多領域，但

相對的在儒學問題上，也較吳書深入。王書的研究方式為著重《周

易》在儒學中展現的經學史脈絡與哲學史脈絡，並採取類似於朱伯崑

（1923-2007）《易學哲學史》的體例，兼顧儒者的《周易》詮釋特色以

及與《易》學相關的個人思想展現。因此在章節安排上，也依循朱伯崑

的處理方式，選取《易》學史上的代表人物，以人物為單位來作為章節

之構成。王書所處理的歷時面幅度與對象數目都不如吳書，但相對於吳

書的文化史進路，王書的進行方式更接近於儒學思想研究，對於個別儒

者的探討，也較為立體，同樣也是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研究這一塊領

域中，值得參考的著作。

然而該書亦有其研究架構所導致的缺陷。作者在其中選取四位儒

者及一本集解性質的《周易輯疏》，分屬朱子學派、古學派及古文辭學

派，作者又說「從時間上來說，山崎闇齋與伊藤仁齋屬於江戶早期，

伊藤東涯與太宰春臺屬於江戶中期，而藤澤東畡、南岳則屬於江戶末
期」37，可見其試圖以此五章來分屬江戶時代的不同時期。這些探討對

象，雖然不能說不重要，但欲以之來代表江戶時代，而將題目定為「日

本近世易學」，則代表性實嫌不足，忽略了更多值得一提的儒者。雖然

思想史研究本就需有所取捨，不可能窮盡所有著述，而是必須以一套史

觀來揀擇探討對象。然如此的架構安排，密度過低，很難撐起該題目所

應有的幅度。此外，正如作者所自承的，在該書中並未提到陽明學派、

37 王鑫：《日本近世易學研究》，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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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學派、不屬於特定學派的儒者，乃至朱子學和古學的其他儒者38，

終不免有遺珠之憾。然而無論如何，該書試圖繼承朱伯崑研究方式，並

投入日本《易》學研究的作法，也如同吳偉明的研究成果一樣，成為此

領域少數專書之一，而留下貢獻。

目前有關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的研究，數量稀少，且可開拓之空

間仍大。以至今為止的研究成果來看，尚有兩點發展方向：一、將所關

注的儒者範圍擴大，並更深入地加以探討；二、關注儒者之間的聯繫，

以呈現共時與歷時面的《周易》影響力，以及相應的江戶儒學史史觀。

在以其他經典或學派為切入點來研究江戶儒學的研究已頗為豐碩的情況

下，以《周易》為核心的研究，實有待更多人投入，以擴充《易》學和

東亞儒學的面向。

第三節　研究進路與架構

《周易》既是儒家十三經之一，又是具有豐富哲學思維，而能為

各家所用的典籍，故同時具有經學史脈絡與哲學史脈絡。而兩種脈絡又

各自開展出不同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也會有不同的關注焦點，這兩

種歷史也是彼此並行不悖的。朱伯崑曾於《易學哲學史》的〈前言〉中

說：

關於《易》學史的研究，過去屬於經學史的領域。經學史所研

究的是儒家尊奉的典籍演變和傳授的歷史，其內容包括傳授

的世系，不同時代和學派解經的傾向，經典注疏的概況和成

就，典籍的辨偽和文字訓詁的考證等。其對《易》學史的研究

也大體是這些內容⋯⋯歷代的《易》學家也研究《周易》中的

義理，特別是哲學家們依據其對義理的解釋建立和闡發自己的

38 同上註，頁 151。



日本江戶時代儒家《易》學研究016

哲學體系。他們對《周易》義理的解釋和對其理論思維的探

討，涉及到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包括哲學基本問題和事物

發展的一般規律。這部分內容，可以稱之為《易》學哲學⋯⋯

《易》學哲學有自己的特點，其哲學是依據《易》學自身的術

語、範疇和命題而展開的。而這些範疇和命題又出於對《周

易》占筮體例、卦爻象的變化以及卦爻辭的解釋，從而形成了

一套獨特的理論思維形式⋯⋯探討這些問題就是《易》學哲學

史的任務。這是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其內容既不同於作為經學

史的《易》學史，也不同於一般的哲學史。這同佛教史、佛學

史和佛學哲學史一樣，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各有自己的特殊

任務。39

雖然朱伯崑該著作以「《易》學哲學」之領域為重點，然正如此處

所言，經學和哲學脈絡下的《周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各有其重

要性。而在其鉅著《易學哲學史》中，也未嘗完全忽略經學史的面向。

《周易》兼含此兩種性質與研究進路，正是由於其同時有儒家經書以及

哲學典籍兩種定位。然而完整的《易》學研究，未可輕易拋棄任何一

邊，必須顧及兩者，才能呈現《周易》在歷史上的全盤作用。所謂的經

學史的《周易》、哲學史的《周易》，與其說自古以來即有此研究進路，

不如說是現代學術分科下的結果。古代學者們所實際生活的學術場域

中，並未有如此分科意識，只有面對經典與學問的全盤工作而已。好比

朱熹探討古本《周易》應有的面貌，此可稱為經學史的工作；而同時又

試圖賦予《周易》理氣二元論的內涵，此可稱為哲學史的工作。若是研

究朱熹《易》學，則不能僅針對《周易本義》等直接以《周易》詮釋為

主題的著作，尚需透過《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等文獻，把握朱熹

思想的其他重要部分，從不同的哲學問題切入，才能發現《易》學在整

3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前言〉，頁 1-3。



第一章　序論 017

套朱熹思想中的全幅地位。也就是說，後世的《易》學研究者必須同時

面對此兩種進路，及其所相應的各類領域，方能完整地回歸到古代學者

的思想工作中，確實地面對《周易》在中國學術上產生的作用。而日本

儒學縱然再怎麼基於本土化需求而產生與中國儒學不同的面貌，其本質

仍為儒學，也就是以儒家經典為學術核心所開展的學問，達到修身治國

之實踐。而在研究儒學的過程，也必定會透過研讀傳入日本的中國儒者

著作來累積自身學思。因此中國儒者面對經典的全盤工作，也體現在日

本儒者身上。透過《周易》來觀察江戶時代儒學史時，也就因此同樣以

兼顧經學史脈絡與哲學史脈絡為宜。

以經學史脈絡看待《周易》，乃涉及到《周易》的傳播、代表性註

解、解經特色等問題；以哲學史脈絡看待《周易》，則著重於學者們利

用《周易》元素建構出的思想體系內容，並以哲學分析的方式進行論

述。因此，筆者依此兩種進路，將本研究之架構設定如下：

第一章為〈序論〉，說明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進路與架構，

以作為本研究之先行背景交待。

第二章為〈江戶時代儒家《易》學之歷史背景〉，說明《周易》傳

入日本，以及在古代、中世經典化和傳播的過程，並介紹此時的《易》

學發展概況。另外，由於本研究著重於江戶時代儒學，故擬於此章探討

江戶初期儒學興盛之契機，作為此時儒家《易》學背景之一環。另外也

將從教育史的角度，說明《周易》在各階層儒學教育機構中的傳授情

形。

第三章為〈江戶時代儒者的《周易》註釋特色比較〉，係針對江戶

時代的《周易》註釋情況進行觀察。在此從各學派中揀選具有代表性，

於《易》學方面有所成就，又留下重要《周易》註釋作品的儒者，針對

其《周易》註釋內容進行析論，呈現其解經特色，以作為江戶時代儒者

《易》學成就之一端。

第四章為〈江戶時代儒者思想中的《易》學哲學開展〉，「《易》學

哲學」一詞，係依據前述朱伯崑指出的，「《易》學」所包含的哲學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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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而定，涉及到《周易》元素在其他思想問題上的展現。在此章將選取

江戶時代儒學中，與《周易》相關的重要思想表現，針對其中展現的思

想體系結構進行析論。而所選取的思想議題，亦企圖包含不同的學派，

以呈現更多元的《周易》利用面向，以及江戶時代儒學表現中的《周

易》作用。

第五章為〈江戶時代儒學論爭議題中的《周易》〉，從「論爭活動」

的角度，談論江戶時代儒學中有關《周易》的另一個面向。此章選取在

江戶時代儒學史上具有代表性，而又涉及《周易》的論爭表現，就雙方

之論點及爭議之產生加以探討，作為透過《周易》來觀察動態的思想史

活動之途徑。

第六章為〈結論〉，綜合上述之探討，於此章進行整理，作為本研

究之總結，並說明未來可能延續的研究方向。

在此架構中，第二、第三章可說是屬於經學史進路，重點在《周

易》的流傳與相關解釋；第四、第五章則屬於哲學史進路，目標在於對

儒者思想中牽涉到《易》學的部分進行說明，觀察其援用《周易》元素

以申述個人思想的表現。另外，有兩點必須先在此說明：一、本研究並

不代表江戶時代儒家《易》學活動盡在於此，亦不認為透過《易》學即

可充分解釋江戶儒學史之表現。受限於時間與學力，只能先揀選較具代

表性的儒者及其表現，就江戶時代儒家《易》學之犖犖大者，進行深入

的分析；二、本研究的第三至第五章之主題分別為對《周易》的解釋、

有關《易》學元素的儒者思想以及涉及到《周易》的論爭活動。其實就

儒學史而言，此三者未必可截然劃開，勢必有重疊的部分，例如儒者的

《周易》解釋中，事實上已然顯露其個人哲學觀點；儒者們對《周易》

解釋的看法不同，也將導致論爭，諸如此類，即為重疊的部分。本研究

在論述時，將扣緊各章所設定的方向。遇及其中的重疊部分，縱有必要

提及，亦將控制其深度，以避免失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