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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周易》幾可算作中國宇宙形成系統的源頭，熊十力在著作《乾坤

衍》中如何以《易》的乾坤二彖為基礎建構了一整套完整的宇宙論，值

得探討。本文藉助文本分析法從天人物我的三個關係（人與自然、人與

人、《易》與自然科學）為主要角度分析熊氏的宇宙論建構，歸納發現

人與自然的關係呈整體性、平等性及統領性；人與人的關係呈平等性與

整體性；熊氏易詮釋中的《易》與當時發展起來的自然科學有諸多吻合

之處。同時以文獻分析法為輔，參考不同學者對《易》乾坤二卦爻辭及

彖傳的闡釋，延伸熊氏關於乾卦爻辭的「宇宙的演化」及「民主革命進

程」這兩個路向的詮釋。本文將宇宙螺旋式上升的發展趨勢呈及近代中

國的社會歷史問題納入乾卦六爻的詮釋中，將熊氏「止於五爻」的兩個

路向補充完整，使之形成邏輯閉環。相較於以歷史現實套入《易》中，

以《易》的規律理解今日社會的發展無疑更為現實，也更合理。 

 

關鍵字： 

乾坤衍 宇宙論 關係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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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 

物我關係與意識的產生是哲學討論中無可避免的問題。依熊十力的觀點，孔子

所作《周易》無所不包，可分為內聖外王兩方面，內聖即「解決宇宙人生諸大問題」，

外王即「解決社會政治諸大問題」。1《乾坤衍》的具體內容正是熊氏以乾坤二彖為

基礎，從上述兩方面所建構的宇宙論。 

宇宙論歸根究底是天人物我之間的關係，最表層展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深

一層揭示的是人與人的關係，最後體現出的是熊氏《易》詮釋中與自然科學的聯繫。

後文將主要從上述三個範疇討論《乾坤衍》的宇宙論建構。在延伸部分將先論延伸

之必要；隨後承接必要性，從兩個路向進行具體延伸：一是宇宙的演化，二是民主

革命的進程。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將主要採用文本分析法從「人與自然」、「人與人」、「《易》與自然科學」這

三個關係對《乾坤衍》原文的宇宙論建構進行分析。輔以文獻分析法參考不同學者

對《乾坤衍》的評價與對《周易》原典的宇宙論詮釋，從而嘗試從「宇宙的演化」

和「民主革命進程」兩個路向延伸《乾坤衍》的宇宙論。 

二、 研究動機及文獻綜述 

本文的研究動機有三。首先，《周易》影響深遠，時至今日仍有其研究價值。朱

伯崑（1923-2007）指出，在中國哲學體系中關於宇宙形成的說法有兩套系統，一

是基於《老子》的「道生一」，另一種就是基於《周易》的系統，這一系統「即被

後來易學家所闡發的太極生兩儀說」，但《周易》的系統對《老子》的系統有明顯

的影響。2可見《周易》幾乎可以算作是中國宇宙論之濫觴。 

以《周易》作為對象的研究，數目多、範疇廣，較難整理，是研究的一大難題。

有學者整理了從古至今的易學研究，如牟宗三（1909-1995）從「漢之天人感應下

的易學」、「晉宋的佛老影響下之易學」、「清胡煦的生成哲學之易學」、「清焦循的道

德哲學之易學」四個方面整理了易學研究的發展。3廖名春等以時間順序梳理了從

                                                   
1 熊十力（1885-1968）：〈乾坤衍〉，《熊十力全集（第七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676。後文引文若無註明，皆出自此書。後文言《易》即指《周易》。 
2 朱伯崑（1923-2007）：《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 67。 
3 牟宗三（1909-1995）：《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鵝湖學術叢刊⑦》，臺北：文津出版

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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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兩漢一直到明清以至於現代的易學發展，細緻清晰，提出現代易學中義理派

的「主流是用歐風東漸以來的新思想、新學說為工具去闡發《易》理」，熊氏可謂

其中一大派；亦有象數派，「以新的自然科學知識治《周易》，即所謂『科學易』」，

熊氏學說亦與此相吻合；更有結合現代考古學方法的考據派。4除了對《周易》原

典的研究，對經傳自身及其關係的解釋也是許多學者的研究重點，經傳關係常常影

響學者對它們的理解。5此外，亦有學者在討論時將《易》與其他儒家經典互涉，

如熊十力在其《原儒》中提到「《中庸》本演易之書」等。6 

其次，《乾坤衍》在易詮釋中所處的獨特地位。牟氏認為，不同於西方，中國思

想有其自身的哲學系統，玄學涉及「自然之理」，道德哲學涉及「人生之理」。78賀

洪剛亦認為中國哲學在本質上講是宇宙論哲學，「建構的是宇宙自然論模型」。9牟

氏還提出《周易》在宇宙論上有三項原則：旁通、反復和升降，分別表示物實之間

的空間、時間和應徵關係。10杜保瑞提出「乾坤作用是一開展自然與人文世界的統

合原理」，從宇宙論上的天地萬物落實到社會政治層面。11有現代學者以本體論作

為切入點探究《周易》，如郭勝坡從「以體攝用」和「以用顯體」兩個方面歸納前

人的易學研究。12熊十力作為「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其「衰年定論」《乾坤衍》

無疑是其哲學思想的整體呈現。13 

第三，關於熊氏的《乾坤衍》一書，各家觀點不一。黃黎星指出，「熊十力……

等，作為當代新儒家的『開山祖師』」，其具「新穎獨創、積極有益部分」的《周易》

學思想「值得重視、研究」，其採用的「中西對勘」方法亦有積極意義。14廖名春認

為熊氏易學的特點在於對「玄理頗多創見」，且「借《易》學來闡明自己的哲學」，

但關於熊氏提出的孔子治《易》旨在廢除帝制，指出「似有推論過頭，證據不足之

                                                   
4 廖名春、康學偉、梁韋弦：《周易研究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頁 3、399。 
5 即「《周易》本經（經），《十翼》和新出土的《易傳》（傳）。」摘自鄭吉雄主編，《周易經傳文

獻新詮》（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 2。 
6 熊十力：《原儒》（下卷）（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頁 1。 
7 同註 3，〈張序〉，頁 1。 
8 同註 3，〈自序〉，頁 1。 
9 賀洪剛：〈中國古代宇宙論模型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10 同註 3，頁 411。 
11 杜保瑞：〈「易傳」中的基本哲學問題〉，《周易研究》，1999年第 4期，頁 16-18。 
12 郭勝坡：〈二十世紀易學本體論的兩條基本路向研究〉（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13 同註 4，頁 249、424。 
14 黃黎星：〈乾坤大義的現代啟示（上）——當代新儒家易學思想綜論〉，《周易研究》，總第 35

期，1998年第 1期，頁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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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15此外，還有郭麗娟以「乾元」為落點整體討論了熊氏易學的本體論、本心

論、生成論、性海論和仁智論。16後文將在「延伸之必要」一節具體討論《乾坤衍》

一書的價值。 

易學史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四個：易學文獻學、易學哲學、易學人物和應用易學。

17因此，本文選擇一定程度上能夠呈現《易》之宇宙論的《乾坤衍》一書作為分析

切入點，從易學哲學上起步，分析該書如何具體呈現天人物我之關係；最終落在易

學應用上，探討如何結合當下更好的補充《乾坤衍》與闡釋《周易》。 

  

                                                   
15 同註 4，頁 425-426。 
16 郭麗娟：〈熊十力「乾元」易學思想探析〉，（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7 同註 4，頁 3。 



4 

貳、 天人物我之關係 

宇宙二字本身涵蓋了時空兩個維度的意義。從狹義的角度講，探討天與地的關

係、結構、變化發展、有限無限才稱作宇宙論。18但僅是天與地的關係無法窮盡關

於宇宙的討論，人作為主體並沒有納入討論範疇。因此，天人關係、物我關係、人

我關係及宇宙論中包含的價值取向也值得在建構方式中進行討論，後文將結合《乾

坤衍》具體分析。 

一、 人與自然的關係 

據熊氏所言，《周易》及其經傳之成書，來自伏羲與孔子「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細緻觀察和總結。19故第一層揭示的是人與

天地，也即人與人所處的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20歸結熊氏基於「孔子真義」的乾

彖坤彖及二卦爻辭提出的觀點，可將人與自然的關係概括為整體性、平等性與統領

性三點。 

熊氏認為孔子之道有「兩大義：一曰，天地萬物為一體，此是從源頭處說。二

曰，萬物各得其所」。21 

首先以實體為落腳點，從宏觀的角度看人與自然的關係。人是屬於自然的一部

分，萬物為一個共同體，人與萬物同為一體。事事物物並不是割裂地從各自的實體

中獲得力量建構自身的，而是均從具有矛盾性的一元實體中資取力量。整個世界無

論是有機物還是無機物都有相同的實體，並不是完全獨立的。前述上文熊氏所認為

的孔子兩大義的前者。其次，以現象而言，熊氏又說萬物之間「彼此平等互助，猶

如一體」。22也就是說，萬物建構自身後，並不是就是全然獨立的個體，從而互不影

響、互不相關。而是在具大生之力的乾元作用下互相促進，猶如一個完整的生機體。

自然萬物之間有一個完整的生態體系，人從自然中獲得物質並反饋自然以等量的

物質。人與自然的交互過程有着緊密的聯繫，因此可以說熊氏《乾坤衍》中所討論

的人與自然的關係是具有整體性的。 

                                                   
18 顧偉康，〈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宇宙論體系——論「淮南子」的宇宙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學

術季刊》，1986年第 2期，頁 66。 
19 朱熹（1130-1200）著，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繫辭下傳〉，

頁 246。 
20 此處的「自然」指自然界，包括整個物質世界與生物界。 
21 同註 1，頁 628-629。 
22 同註 1，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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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氏提及的孔子兩大義的後者，即聚焦到個體身上，人與自然的關係則體現出

平等性的特點。雖然「一元是萬物各各自有的內在根源」，但一元「同時亦是萬物

彼此共有的根源」，換句話說，「一元畢竟是萬物所共有」，人和萬物共享一元實體。

23可以理解為，萬物各自成就自身，其存在沒有先後高下之分。他特別提到「萬物

各得其所」，這與乾卦用九「群龍無首」及乾彖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敘述

相一致。24依據熊氏的說法，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係，可以解釋為人是自發的以一

元實體中的乾元坤元成就自身的，自然萬物亦然。人不是自然萬物造就的，自然萬

物也不是人創造的。在他的宇宙生成論中，乾卦初爻「潛龍」即在闡明生命心靈最

初隱藏於物質之中。25故有機物與無機物之間亦是平等的，只是生命心靈（乾元）

的呈現狀態不同，從而各個事物之間才有差異。事事物物都集其一元於自身，並無

某事是某物的前提條件之說。自然萬物，包括人，均從坤元中獲得廣生的力量，從

而生生不息繁衍傳承。萬物「自主」、「自力」、「自權」，能夠從自身內在的乾元坤

元「以成其始、以廣其生」。26故可將這一特性總結為平等性。 

除前文提及的整體性和平等性外，人與自然之間還呈現出統領性的特點。熊氏

在關於宇宙發展的層次方面特別提出，「宇宙萬物發展，至人類為最高級」。27人屬

於自然的一部分，但卻有着獨特的地位。亦有其他學者執此觀點，如鄭吉雄談到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類對世界有無可旁貸的責任」。28萬物之間雖各自平等、

實體同源，但熊氏認為人有「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的能力，人是自然發展形成的

精英，能夠發展乾元的創造性，順應萬物的性質並根據自身的需要改造世界。29這

體現出人與自然中其他事物之間的差異性，肯定了人改造世界、推動萬物的統領能

力。 

統領性與平等性之間並不矛盾，統領性是建立在平等性之上的。平等性是從個

體本源的角度出發，自然萬物的一元實體是平等的。統領性是從現象的角度，討論

人有改造萬物的能力。此外，統領性亦體現出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即自然包含人在

內的意味。 

                                                   
23 同註 1，頁 566、571。 
24 同註 19，頁 33。 
25 同註 1，頁 552。 
26 同註 1，頁 577。 
27 同註 1，頁 544。 
28 鄭吉雄：《周易階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 126。 
29 同註 1，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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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的交互關係是隨着人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漸變化的。最初是自然占主導

地位，人改造世界的能力有限。然而相較於除人以外的其他自然萬物，人仍然具有

統領性。伴隨兩次工業革命和第三次技術革命的發展，人改造萬物的能力逐漸提高，

創造日新月異。此時，主導地位逐漸從自然過渡到人身上，人的統領作用愈加明顯。

人與萬物之間的聯繫打破地域限制，愈加緊密，整體性亦有所加強。平等性不僅是

一元實體的本源一致，作為各各獨立的機體，其存在本身也是平等的。可見，熊氏

之觀點在今日仍適用。 

二、 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整體而言的主要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內部關係也是《乾坤衍》

討論的要點之一。下文將具體分析熊氏所認為的《周易》中的人我關係，於個體而

言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從宏觀角度是國與國的關係。 

熊氏認為小康禮教將繫辭傳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句詮釋成「古帝王嚴分階級之教條」，其目的是「使各階層之人各安其分，而無異

志」，並非孔子真義。30他指出乾坤不分貴賤，此處的「天地」只是乾坤二卦的取

象，以「天地」作為「乾坤」之譬喻，處在茫茫宇宙中的天地何來上下之分；定位

云云表示乾坤二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之本，其他卦爻自乾坤而生。可見熊氏否認

了長久以來術數家對《周易》中理想的人與人之間等級關係的詮釋，指出這種擁護

統治的教條是對占天下絕大多數的庶民的壓迫，促成了上千年的思想僵化。郭麗娟

認為熊氏這一觀點的提出與明清之際開始並愈演愈烈的疑古思潮不無關係。31從熊

氏在《乾坤衍》第一分的〈辨偽〉中對所謂戰國時期六國小儒改篡六經的拒斥可見

郭氏觀點有其合理之處。 

在熊氏看來理想的人與人的關係應如乾卦用九所言「群龍無首」，即在譬喻占

大多數的庶民「互相合作而同為主人，以治天下事」，所以說「無有首長」；32又有

乾彖「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句，義為天下庶民「同出而首行革命之事」，要求所

有人都有作為主人公的自覺，有自己是天下之一分子的自覺。33此處的關係也即熊

氏的理想政治體制，亦可用平等性和整體性作結。前者即每個人都有相同的地位，

                                                   
30 同註 19，〈繫辭上傳〉，頁 221。同註 1，頁 483-485。 
31 同註 16，頁 102。 
32 同註 19，頁 32。同註 1，頁 487。 
33 同註 1，頁 48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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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參與政治生活；後者即每個人都屬於全天下人之一，個體無法全然與世人割裂，

必須要人人互助、依靠其他人才能生存發展。 

至於較宏觀上的國與國之關係，熊氏據《周官經》提出，對外需倡導國家之間

互相聯合，在交通、生產、商務、政俗等方面交流相通，平等互助，以這樣的方法

「為破除國界之先導」。34不過熊氏認為，國與國的關係發展到最後應達至「萬國

咸寧」，即無國界無種族界限，「建立全世界人類共同生活之制」才算真正理想的狀

態。35 

他認為「春秋、周官、禮運三經為一貫，皆宗主易經而作」，其中《周官經》關

於《周易》之理想政治模式的具體實施方法與乾卦所揭示的規律相對應，以民主革

命的進程闡釋乾卦前五爻，具體如下：初爻「潛龍勿用」譬喻庶民長時間受到統治

階層的壓迫，不能反抗；二爻「見龍在田」譬喻庶民開始進行革命；三爻「終日乾

乾」譬喻志向在於革命的君子須時刻警醒；四爻「或躍在淵」譬喻「舉大業者」常

常有勝有敗，會遭遇不同的局勢；五爻「飛龍在天」譬喻革命成功，統治階級消滅，

庶民實現聯合共治。36由此可見，熊氏《乾坤衍》的宇宙論正如杜保瑞所言是統合

了自然與人文的，並最終落實到社會政治層面。37熊氏關於人與人的關係，由理想

模式、事物發展規律和具體落實方法三方面組成，是具有獨創性和實踐價值的。不

過熊氏以民主革命進程對乾卦進行詮釋的觀點仍有商榷空間，後文將深入討論，茲

不贅述。 

三、 《易》與自然科學38 

西方哲學常以本體論為討論中心，基本可分為唯物與唯心兩大陣營。39《周易》

雖為中國傳統哲學之濫觴，但無論是卦爻辭還是〈易傳〉，並不能算作具有「抽象

的、先驗的」本體論意識。40而熊氏卻在《乾坤衍》一書中直截了當地依據乾彖坤

彖建構了他所認為的《周易》宇宙生成的本體論。他在書中雖多從哲學與政治角度

                                                   
34 同註 1，頁 632。 
35 同註 1，頁 488。 
36 同註 1，頁 632-634。 
37 同註 11。 
38 此處「自然科學」用其普遍意義，即研究自然界各種物質和現象的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

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 1727。 
39 （德）黑格爾（G. W. F. Hegel，1770-1831）著，賀鱗、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錄（第四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頁 189。 
40 同註 28，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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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討論，但《易》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聯繫在建構本體論時仍有一定體現。故此處

並非討論《周易》經傳本身與科學的關係，而是熊氏《乾坤衍》中的易詮釋與自然

科學的關係。 

依熊氏之觀點，無論唯物或唯心，均是沒有做到「綜觀宇宙發展的全體」，而

是將宇宙割裂開看，以單一性質的一元為本源。41其中差別只在唯物論的一元是物

質性的，唯心論的一元是精神性的。如前文提及，熊氏宇宙論的建構是基於卦序的。

卦序與宇宙論有一定關係，42今本卦序乾坤二卦居首，「用辭的存在顯然具有示範

性」。43乾坤二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熊氏亦自言「乾坤二卦實為其他諸卦諸爻之

所從生」，「乾坤兩彖辭，既斷定二卦之義，而實為其他眾卦、眾爻，無量義之統宗

也」，故據此創設出了一整套宇宙生成的理論。44 

他在建構乾坤一元的本體論體系時，充分考慮了自然科學的詮釋方向。他認為

「易大傳倡導科學之論，實以科學技術為社會生產建設之基本」，但《易》之科學

思想漢儒宋儒皆未傳承。45故在《乾坤衍》中體現出來的《易》與自然科學的關係

是熊氏的一大創見，值得具體討論。 

宇宙的整體發展過程「為發展不已的全體，決不可剖成分段」。46在形成順序上，

宇宙的發展隨時間先後有三層：物質層、生命層、心靈層。47最早出現物質宇宙，

「生物出現，必在物質宇宙形成之後」。48與《序卦傳》中「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相一致。49因此說宇宙萬物是具有整體性的。另有段落詳述： 

以萬有現象之發展，蓋自鴻荒肇啟，無量諸天體逐漸凝成，散布太空，

是為物質現象盛著之始。……無機物世界既成，生物相繼出世。是為生命

力以剛健自勝，轉化固閉之物質而創成生機體。50 

這與在當時普遍認同的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所提出的觀點

——生命最初誕生自海水（物質宇宙）相吻合。至於心靈層的出現，熊氏認為心靈

                                                   
41 同註 1，頁 542、553、593。 
42 李尚信：〈帛書「周易」卦序與宇宙論〉，《中國哲學史》，2009年第 1期，頁 10-19。 
43 廖名春：《周易經傳十五講》（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頁 82。 
44 同註 1，頁 498-499。 
45 同註 1，頁 630。 
46 同註 1，頁 543。 
47 同註 1，頁 546。 
48 同註 1，頁 525。 
49 同註 19，頁 268。 
50 同註 1，頁 5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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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等動物中表現為知覺，在進化為人類後表現為高級心靈作用。51可見，在熊氏

的宇宙論中，心靈不是只存在於人類身上的，而是所有生物共有的，只是表現形式

不同。 

「無不能生有，宇宙萬有定有根源。」52熊氏顯然不讚同「有生於無」的老子

宇宙生成哲學，他認為「實體是萬物各各所本有的內在根源」，直接「肯定萬物為

主」。53同時他認為實體，在「宇宙太初萬物未形時，已含缊無量發展的可能」。54

萬物的發展、心靈的出現，在最初的一元實體中已有可能性。這與 20世紀得到廣

泛討論的大爆炸理論（The Big Bang Theory）極其相似，在最初的奇點中即包含組

成宇宙的各種物質。 

宇宙生成順序的最初本源即一元實體，在熊氏看來是具有複雜性的。他認為乾

坤的實體本是一元的，二者性質的差異構成實體內部的矛盾與複雜性，就乾而言為

乾元，就坤而言為坤元，乾坤並非二元。55乾即生命心靈，其性質陽剛、創造、健、

進；坤即物質能力，其性質柔暗、因循、惰、退。56乾元坤元的性質相對，實體正

是因為複雜性的存在才能創生萬物。而乾元坤元的關係是：生命心靈統御物質能力。

57也就是說，生命心靈啟發物質能力，從而物質層才能發展出生命層。又因為乾元

在生命層中逐漸發展壯大，才有更高級的心靈層的出現。心靈層雖是最後出現的，

不代表物質層與生命層中不含有生命心靈的能量。至於無機物（固閉之物質），內

部亦含藏有生命心靈的力量。 

乾元的作用是大生；坤元的作用是廣生。58萬物從實體中同時資取乾元和坤元

以成就自身，乾元成就生命心靈，坤元成就物質能量。因此萬物的主動性是得到肯

定的，萬物與實體之間的關係是「萬物統元，非元統萬物也」。59但同時萬物與實體

之間不是分隔開的兩件事物，而是「體用不二」的，即現實世界與實體之間雖然有

分別，但並沒有脫離現實世界之外而獨立存在的實體。60熊氏在詮釋其宇宙實體論

                                                   
51 同註 1，頁 538。 
52 同註 1，頁 508 
53 同註 1，頁 531。 
54 同註 1，頁 540。 
55 同註 1，頁 592-593。 
56 同註 1，頁 500、587。 
57 同註 1，頁 535。 
58 同註 19，〈繫辭上傳〉，頁 230。 
59 同註 1，頁 567。 
60 同註 1，頁 4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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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用海水與眾漚作喻，以海水喻實體，以眾漚喻萬物，海水不能脫離眾漚獨存，

故稱「體用不二」。該說法也可視作整體性的一種表現。 

熊氏認為，乾元坤元在萬物中均有含藏，無機物如砂石，有機物的初級階段如

植物等，並非沒有心靈，只是仍處在「潛龍勿用」的未顯發的狀態。而「生命、心

靈之斡運乎物質中」，推動無機物演化為有機物。 61這一觀點符合泛心論

（panpsychism）的兩個特徵：「一、心（心理屬性）是世界的根本特性；二、心（心

理屬性）在世界是遍在的，所有物質在某種形式上都帶有心的特性」。62熊氏關於

生命心靈的觀點「是今天心靈哲學要求嚴肅地看待意識和嚴肅地看待科學的一個

合理的要求」，是對物質與意識關係的重新思考。63 

除上文提及的整體性與複雜性外，熊氏宇宙論還有另外兩個特性：不滅性與運

動性。熊氏認為「物質時變易其狀態，而物質自身不滅」。64狀態是就存在的物質而

言的，脫離了物質，狀態便無從談起。同時，熊氏認為「萬有恒於每一瞬間，捨去

其舊而改換為新」。65物質的狀態在永恆時間裏的每一瞬間都發生着變化，舊的消

亡、新的誕生。由此可見，運動性與不滅性相對應而存在，運動性是針對物質的狀

態而言，不滅性是針對物質的存在而言。即物質的狀態是時時刻刻發生改變的但物

質本身的存在是不變的。熊氏的宇宙論可見其對物質不滅論的認同。 

關於引起事物變化的原因，熊氏認為「變不孤起」，事物實體內部的矛盾，即

乾坤兩種類型的性質相互作用，導致事物時時刻刻都處在運動變化當中。66熊氏觀

點與《周易》經傳強調「變」是相一致的。熊氏在其他著作中談到，「循環與進化

交參互涵」，且「此實合於吾《大易》之恉」。67其中乾元的創造前進之力帶動坤元

的迷闇怠惰之性，從而使得事物不處在單純的循環中，而是處在「循環」與「進化」

中。不是單一的線性方向，而是呈螺旋式上升的。《周易》本身固然含有變化與上

升的觀念，亦可推測熊氏在一定程度結合了進化論的思想。 

因此可以說，本體的複雜性決定了物質的運動性，且這一運動是有方向的。宇

                                                   
61 同註 1，頁 559。 

62 高新民、吳勝鋒：〈泛心論及其在當代心靈哲學中的復興〉，《江西社會科學》，2009年 4月，頁

52。 
63 同上註，頁 56。 
64 同註 1，頁 554。 
65 同註 1，頁 561。 
66 同註 1，頁 509。 
67 熊十力：《十力語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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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萬物的整體性與物質的不滅性是其根本屬性。熊氏眼中的《易》是與自然科學相

結合的，是倡導科學精神的，是可以作為指導宇宙人生的參照的。 

前文主要論及在三種關係上熊氏的《乾坤衍》是如何建構宇宙論的，整體性和

平等性貫穿始終，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關係都有這兩種屬性。宇宙萬物，也

即實體，含有乾元坤元的複雜性、時時刻刻的運動性和實體本身的不滅性。作為最

高級的人類，在萬物中有統領性，能夠改造世界。後文將具體討論對熊氏宇宙論的

延伸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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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延伸之必要 

關於《乾坤衍》一書的創見，不同學者各有褒貶，觀點不一。部分學者主要持

批判觀點，如： 

周山認為熊氏易學「不顧《乾》《坤》卦爻辭本義，隨意作出庶民革命的釋義，

成為孔子倡導社會革命的學說」，主觀性過強；關於宇宙論方面，指出文王及孔子

對乾卦爻辭的解釋「恐怕都不是关于生命由隐而显、由显而盛的揭示」。68 

亦有學者主要持讚同觀點，如： 

高瑞泉認為熊氏「哲學創造的目的」是「重建民族的現代價值」，有「鮮明的創

造性」，是「對文化守成主義的一種突破」。69 

鄭炳碩在討論中認為熊氏主張的「內聖外王的理念架構」和「返本開新的方法

論」在「現代新儒學體系的構成和方向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70 

潘朝陽結合王船山與黃慶萱對「乾」「坤」的詮釋及郭齊勇、蒙培元等對熊十

力《乾坤衍》宇宙論的闡釋，指出「熊十力的存在空間是大生廣生的整體生機洋溢

而永不枯竭且有天地之大心為其意志取向的生態世界」。71 

這一派學者均從創造性方面對《乾坤衍》的新闡釋進行了肯定。 

另有學者一方面批評熊氏的「不是我注六經，而是六經注我」，一方面肯定其

獨具精思，值得借鑒。72如唐明邦提到熊氏借爻辭闡釋個人民主革命思想的方式「不

免流於空想」，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過時總結」，不可假託為孔子真義，但

卻是一種「空前創論」。73 

對熊氏觀點持批判態度為主的學者多在評述其不合理之處後即作出論斷，自然

較少深入討論熊氏在《乾坤衍》中的諸多創見是否能繼續延伸擴充。觀點全面與持

讚同態度的學者也鮮有嘗試擴充熊氏之「乾坤大義」，多注重肯定其結合西方哲學

與人文科學詮釋補充《周易》的方法和其個人的獨創性。這樣一來固然對熊氏作出

                                                   
68 周山：〈熊十力《乾坤衍》辨正〉，《學術月刊》，第 50卷（2018年 12月），頁 5、13。 
69 高瑞泉：〈易理詮釋與哲學創造：以熊十力為例〉，《周易研究》，總第 52期（2002年第 2期），

頁 10。 
70 鄭炳碩：〈熊十力之《周易》新詮釋與儒學復興〉，《周易研究》，總第 56期（2002年第 6期），

頁 71。 
71 潘朝陽，〈從乾坤到熊十力的存在空間〉，《國文學報》，第 51期（2012年 6月），頁 141。 
72 顏炳罡：〈熊十力易學思想探微〉，《周易研究》，總第 6期（1990年第 2期），頁 54。 
73 唐明邦：〈熊十力先生易學思想管窺〉，《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 1期，頁 3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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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價，卻不免錯失從熊氏觀點延伸《周易》的可能性。 

顏炳罡指出： 

《乾》卦六爻說明心靈的演化可，用它來闡述革命進程亦可。……《周

易》本來是抽象、原則之書，是能夠含攝萬有的套子，任何人都可以根據

自身需要塞進不同的內容。74 

如方東美（1899-1977）以六十四卦的演變過程擬為從原始氏族社會到大一統的中

央帝國的歷史演進。75但若以今日之發展的角度釋《易》，將熊氏認為的宇宙演化、

民主革命作為孔子本意，如前文提及的一眾學者的觀點，未免略顯牽強。熊氏《乾

坤衍》起草於 1959年，成書於 1961年。76正值新中國完成三大改造並開始大躍進

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但後期反右鬥爭擴大化等一系列問題的嚴重卻證明「社會

主義」也會出現誤區。廖名春指出研究《周易》「一定要有歷史觀念」，不可將後世

發明強加於本經，亦不可輕易否定本經。77以《周易》作為填充的模具，熊氏此說

無可厚非。但以歷史背景作為參考，熊氏的問題在於將如今的民主革命進程強加于

經典並忽視了實際生活展現的矛盾。 

若以《周易》解釋今日之發展，以《周易》之規律推測今日事物的發展方向，

計劃將來的做法，則熊氏的《乾坤衍》自有其創見。我們不妨從這一角度重新延伸

熊氏的「新易學」，將歷史的矛盾納入熊氏易詮釋理論的考慮範疇，使其體系更具

統整性。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74 同註 72，頁 58。 
75 方東美（1899-1977）：《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 62。 
76 同註 1，〈題記〉，頁 332。 
77 同註 4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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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路向的延伸 

關於乾卦六爻，熊氏在書中從兩種路向進行闡釋：一是與宇宙論直接相關的宇

宙的演化，止於九五「飛龍在天」，否認了上爻是對宇宙生成發展下一階段的對應；

二是作為事物發展規律的民主革命的進程，同樣止於九五，並將上爻「亢龍有悔」

釋為君主制必當消亡的理據，將用九「群龍無首」釋為「達乎全人類純健之極頂，

領導自然消失，是乃真正無首也」。78 

參考廖名春的乾卦爻辭討論，可見六爻意義應是一以貫之的。79若將上爻與前

五爻分作兩部分，認為上爻在這兩個路向中都不是對前五爻的延伸，則使得乾卦爻

辭失去完整性。與其否定上爻和前五爻之間聯繫的適切性，不如將上爻納入詮釋的

範疇。故後文將試補全熊氏在兩個路向中缺失的第六爻，使之形成邏輯閉環。 

一、 宇宙的演化 

針對這一路向，熊氏將乾卦釋為：乾卦初爻譬喻生命心靈在最初是隱而未發的，

是後期發展的基礎，故曰「潛龍」；二爻譬喻生命心靈開始出現，如龍出現在地面

上能夠被看到，故曰「見龍」；三爻「健而又健」譬喻生命心靈逐漸發展沒有一刻

停滯，故曰「乾乾」；四爻譬喻發展到較高層次時「有恐退墜」，故曰「或躍在淵」；

五爻譬喻逐漸進化出現人類，生命心靈的發展到達頂峰，故曰「飛龍在天」。80潘朝

陽認為熊氏「本體宇宙論的整體生機觀在當代生態學和人文主義的空間觀點中，甚

符合當代的環境和空間倫理之省思」。81但從他對宇宙發展路向的詮釋看，並非完

全符合當代生態學與人文主義的空間觀點，下文詳釋。 

熊氏認為「生命豈有窮乎？心靈之運，豈有盡乎」，因此「讚揚止于五爻，不至

乎上」。82上爻固然有時別明他事，但乾卦六爻本一貫，在該路向中未必全然如熊

氏所言。顏炳罡亦認為熊氏在此處詮釋止於五爻「使人深以為憾」，萬事萬物都會

經歷由盛轉衰的過程，「生命、心靈亦難逃乎其外」。 

乾道創發萬物，熊氏認為「坤道藏往」，即坤道的存在保存了已經形成的萬物，

但「坤道所保留者，萬物之各種類型耳」，並非萬物的某個個體。83反觀當下，隨着

                                                   
78 同註 1，頁 633-634。 
79 同註 43，頁 90-93。 
80 同註 1，頁 559-560。 
81 同註 71，頁 140。 
82 同註 1，頁 587。 
83 同註 1，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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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技術革命的發展，人類對自然的改造能力愈來愈強，負面影響也逐漸顯露。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報告，在過去 40 年間全球人口總數已上升至 70 億，地球

的生物多樣性下降了近六成，植被覆蓋率逐年萎縮。84坤道並未如熊氏所說保留下

萬物的各種類型。「生命層」整體上呈現出衰退的趨勢。 

〈象傳〉提到，乾卦上爻爻辭意為「盈不可久也」。85〈文言〉亦談到「『亢』

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86朱熹對上爻解釋道：

「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87人類歷史發展至今，對環境的影響積重難返，

長期生產生活習慣導致的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聖嬰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臭氧層空洞（Ozone depletion）等難以短時間恢復。人類文明的繁盛

發展並不能掩蓋整體「心靈層」受到的衝擊，生產力發展反而帶來更多的迷思，如

對娛樂的過度追求等，頗有朱熹詮釋中騎虎難下的意味。這與乾卦上九爻辭「亢龍

有悔」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推測相一致。88 

如此一來可將乾卦上爻也納入熊氏對於宇宙演化這一路向的詮釋。此外，根據

熊氏關於演化規律呈螺旋上升的看法，人類如今發展到「亢龍有悔」的階段，也應

該在內部含藏着新的發展生機，如何不可說是「潛龍勿用」？新觀點的提出，新做

法的實施，如何不可說是「見龍在田」？相較於熊氏原本的路向，補全上爻的優勢

在於能夠更加充分地結合時代的發展，建構出更符合當下的宇宙演化事實。 

二、 民主革命的進程 

關於民主革命的進程這一路向，本文在「人與人的關係」一節已具體談到熊氏

是如何詮釋乾卦前五爻的。同時，坤常以民眾作為取象，故熊氏還借坤卦五爻爻辭

「六五，黃裳，元吉」對民主革命進行支持，認為「黃裳」指天子，全句譬喻「下

民群起革命，廢除天子制度，消滅統治階級」，「大吉也」。89至於用九，以之作為民

主革命完全成功的象徵，與前五爻意義一貫，是較合理的。 

承接前文提到的熊氏對乾卦上爻的詮釋，可視為前一個循環，即封建君主制自

原始氏族社會起，經歷的由潛至盛、由盛轉衰的歷程的末尾。這也與〈文言〉中「貴

                                                   
84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地球生命力報告 2018：訂立更高目標》（Grooten, M. and Almond, 

R.E.A.(Eds), 2018年）。 
85 同註 19，頁 34。 
86 同註 19，頁 42。 
87 同註 19，頁 31。 
88 同註 72，頁 56。 
89 同註 1，頁 636。 



16 

而無位，高而無民」相一致。90而非附於民主革命進程這一循環之後，如此聯繫顯

然缺乏合理性。熊氏對四爻的詮釋也值得討論，根據歷史發展，若將「或躍在淵」

釋為民主革命進程中可能導致的個人崇拜現象或許更為貼切。 

將乾卦上爻置於民主革命進程的循環中進行詮釋，參考古希臘城邦的民主雛形

與新中國大躍進及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面臨的困境，可譬喻為庶民聯合自治後

可能出現的效率底下、互相推諉的情況，或是大多數對少數人的集體暴力等。於是

在這種情況下又會使得人們思考何種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實現公平、民主，便可繼續

依據乾卦初爻進行下一個循環的討論。 

如此詮釋既能將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制與數十年的民主革命歷程均納入

不斷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又可使乾卦六爻成為完整的邏輯閉環，提高熊氏對於這一

路向詮釋的統整性。 

  

                                                   
90 同註 19，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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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經典的多義性使得我們能夠在今天重構經典，因而不妨從時代的新角度去看

《周易》。熊十力的《乾坤衍》也是對《周易》的重構，借經典闡明個人的哲學觀，

以實現其改造國民性格的抱負。時代背景和個人經歷對熊氏在本書中的觀點影響

甚大，但若因此將這些觀點全然斥為空想未免有以今非古之嫌。若因其中與歷史不

符的成分否定該書，則錯失一探究竟的良機。 

熊氏的宇宙論建構整體上融合了《周易》與西方現代科學的認知，在人與自然、

人與人之關係的詮釋上，可歸納出整體性與平等性，而人又具有獨特的統領性。關

於體用本身則具有複雜性，運動性及不滅性。細究《乾坤衍》，根據其結合的物種

起源說與大爆炸理論，不難看出自由民主和科學精神對熊氏的影響。用今日之觀點

釋《易》，容易過於主觀，導致對歷史發展的忽視。但我們可以用《易》的觀點通

今，如本文設想的將工業革命後的萬物發展狀態與民主革命可能遇到的問題等納

入乾卦上爻進行考慮，構成具有螺旋式上升的邏輯閉環詮釋。結合當下，對熊氏在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觀點進行合理揚棄，使之更加完善。這樣才不至於因單一性質

的否定或肯定消解有價值的理論，才能更好的推動經典的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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