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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陳跡到道理隱喻 

《周易》〈坤〉卦卦義研究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坤〉卦是《周易》中 重要的其中一卦。一方面，〈坤〉☷爲八經卦之一，六十四

卦皆由八經卦兩兩相疊而成，是構成《周易》的基礎；另一方面，從卦序來看，《周易》

以乾爲首，以坤爲次，也體現了此二卦的重要性，如《周易・繫辭下傳》將〈坤〉與〈乾〉

並稱爲「易之門戶」，言：「乾坤其易之⾨⼾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1對此，不少易學家也認爲〈乾〉、〈坤〉二

卦是打通《周易》的門徑。因爲〈乾〉、〈坤〉是「純陽」、「純陰」之卦，當中的義理、

體例貫穿其餘六十四卦的旨趣中，所以理解其意涵，便有助於領會其餘卦象的內容。2然

而，古今對於〈坤〉卦的意涵卻言人人殊。因而在本文將以〈坤〉卦作爲是次研究的主

要對象，依次分析其卦名、卦辭及爻辭的內容， 終以此爲例嘗試探討《周易》的研究

方法及途徑。 

 

（二）文獻綜述 

 

近現代以來，針對〈坤〉卦的研究路向大致可歸納爲四種：一是從《周易》的功能

性出發，認爲《周易》的材料源自舊筮辭，主要記錄了當時對於時、人、事、兆等占筮

的結果3，因而在詮釋〈坤〉卦內容時會忽視卦爻辭中的意象，而僅將其看作是占筮的記

錄；二是從義理出發，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自古已有，李鼎祚、王弼（字輔嗣，226-249）、

孔穎達（字衝遠，574-648）等在詮釋《周易》時便根據儒、道哲學，來對卦辭、爻辭進

行分析，而在近代學者中，尚秉和、金景芳、呂紹綱、張立文、廖名春等先生皆沿用這

一研究易學的方法，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對〈坤〉卦進行解讀；三是從心理學角度出發，

如劉恆將《周易》看作是先民心理活動的記錄，認爲〈坤〉卦是先民對於人修養、境界

                                                        
1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253。 
2 張善⽂：《周易⼊⾨》（上海：華東師範⼤學出版社，2004 年），⾴ 86。 
3 李鏡池：《周易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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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引申；
4
四是從歷史角度出發，認爲〈坤〉卦的內容與殷商歷史有着密切的關係，

胡樸安先生在《周易古史觀》中 早提出相關的論述
5
；而後鄭吉雄先生也曾對〈坤〉卦

與《尚書・多士》的關係進行考證，認爲〈坤〉卦反映的是周王平定三監之亂後，將殷

商殷遺民遷往殷舊都的政治申令。
6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通過整理文獻，發現諸家對於〈坤〉卦的研究皆有不同的側重，在相關範疇上取得

一定成果，對瞭解〈坤〉卦的內容有很大裨益。然而，部分學者或受古史運動影響，在

研究《周易》時已有前設，將其看作占筮結果，而忽視了《周易》一書的連貫和統一。

在詮釋〈坤〉卦時，將卦名、卦辭、爻辭進行了分割，僅在字、句上訓釋內容，但是卻

沒有一條脈絡對其進行統整，導致〈坤〉卦成爲結構散亂的意象羣。而事實上，《周易》

的內容經歷了借用歷史到隱喻道理的過程，如〈繫辭下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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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六十四卦皆是以當時的生活形式、歷史事實爲卦辭、爻辭的依據，以此對自然、人生進

行義理上的闡發。美國學者雷可夫（George Lakoff）認爲譬喻（metaphor）是人類理解抽

象概念及表現抽象理由的主要機制，8從認知思維來看，一個領域概念的範疇擴展的主

要途徑是 metonymy 與 metaphor，而譬喻的功能便是以一個經驗域的形態格局去理解另

一不同的經驗域。9對此，〈坤〉卦亦然，筆者認爲〈坤〉卦的卦辭 初所依據的是殷商

史實，而爻辭則是根據這一史實所作的義理闡發，卦名、卦辭、爻辭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並不能將其分割，單獨來分析。因而在本文中筆者亦將根據這一思路，對〈坤〉卦的卦

名、卦辭、爻辭進行分析及詮釋。 

而在研究方法上，筆者認爲詮《易》之難，一是在於其年代久遠，文字古奧，研讀

《周易》必先理解字詞、文義；二是相較其他典籍而言，研究《周易》不但需要訓詁文

                                                        
4 劉恆：〈《周易》坤卦「直⽅⼤」的⼼理含義探微〉，《周易研究》第 6 期（2008 年），⾴ 49。 
5 胡樸安先⽣就〈坤〉卦卦辭中「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句作出解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

王之國在西南，君賢民和，往西南必得朋也。紂之都在東北，君暴民乖，往東北必喪朋也。」胡樸安：

《周易古史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4。 
6 鄭吉雄：〈《歸藏》平議〉，《⽂與哲》第 29 期（2016 年 12 ⽉），⾴ 64-66。 
7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246。 
8 （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中譯導讀〉，《我們賴以⽣存

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 年），⾴ 63。 
9 同前註，⾴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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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參考註疏，更要掌握文字、意象背後的意涵。
10
這主要因爲《周易》有其獨特的內

容形式，由卦象、卦名、卦辭、爻辭以及《易傳》所組成。因而要掌握《易》的內容，

必須經歷訓釋文字、理解意象、掌握義理的過程，若單單只是理解字義，而忽視意象、

義理，自然也不能窺見全貌。因而在本文中，將主要從三條途徑來分析〈坤〉卦的卦義，

一是透過訓詁的方法，分析〈坤〉卦中的重要字義、句讀及文義，掌握〈坤〉卦的內容；

二是從義理角度，分析〈坤〉卦卦義的根源，梳理此卦的意涵；三則是嘗試藉助「概念

隱喻」的理論，整理爻辭中的象徵，如「履霜」、「黃裳」、「括囊」、「龍」等意象。 

 

⼆、〈坤〉卦卦名的本義 

 

傳統易學習慣將「坤」訓爲地，如〈說卦傳〉言：「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

故⽈致役乎坤。」11受到這種看法的影響，部分易學家遂將「地」作爲〈坤〉卦的主要

意象，於是這也影響了對於卦辭、爻辭的看法，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疑問。 

首先是內容上，《周易》中本身就有「地」字出現，如〈泰〉卦言：「天地交泰，后

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12如果「坤」字本義爲地，爲何《周易》

不直接以「地」表示，而將其寫作「坤」；其次，根據現有的出土文獻所顯示，「坤」字

早應當在戰國時期才出現，用作卦名的情況出現較晚，13而在馬王堆帛書《周易》中

〈坤〉卦卦名則寫作「川」，而漢石經則寫作「 」或「巛」，明顯也與「坤」字有很大

差異；14而有趣的時，在歷史文獻中，提及《歸藏》以坤爲首以乾次之的說法歷有明文，

如《禮記・禮運》言： 

 

孔⼦⽈：「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不⾜徵也。吾得夏時焉。觀殷道，是故之

宋，⽽不⾜徵也。吾得坤乾焉。」15 

 

孔子所言的《坤乾》即是《歸藏》，從這點來看，似乎又顯示可能殷商時期可能已有「坤」

字的存在，這又與上文所見的內容有所不同。因此，對於〈坤〉卦的卦名的考證便顯得

尤爲重要。 

                                                        
10 呂紹綱：《周易闡微》（⾧春：吉林⼤學出版社，1990 年），⾴ 1。 
11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263。 
12 同前註，⾴ 74。 
13 梁⾱弦：〈坤卦卦名說〉，《周易研究》第 6 期（2003 年），⾴ 24。 
14 丁四新：《楚⽵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351。 
15 〔漢〕鄭⽞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學出版社，2000 年），⾴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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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坤〉卦的卦名原義，大多學者皆從訓詁及古文字的發展上來研究「坤」字的

本義及〈坤〉卦的本名。一方面，透過學者研究可知，在《周易》的書寫變化中，「坤」

字原作「巛」，應當是由經卦〈坤〉☷橫置而成，這種情況在其他卦象中也有相似的例

子，如郭沫若在〈《周易》之製作時代〉中指出經卦坎的卦象☵，與甲骨文的「水」字

相類似，因而卦名本是根據卦象所作。
16
而對於秦漢易經中，「坤」仍寫作「巛」，或作

「川」、「 」的問題，王引之（字伯申，1766-1834）對此有詳細的考證，認爲「坤」

字或作「 」，或作「 」，或作「 」，皆是隸書「川」字，是其借「川」爲坤。
17
在

王氏看來，「坤」字是本字，而「巛」、「川」等字皆是「坤」的借字。對此，廖名春則

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爲「川」、「巛」等字才是〈坤〉卦的本字。
18
結合現有的出土文獻，

顯示「坤」字確實晚出，大約在戰國文獻當中才出現「坤」字的使用，因而〈坤〉卦的

本字當爲「巛」而非「坤」。 
另一方面，對於〈坤〉卦卦名本義，梁韋弦提出「坤」字屬於形聲字，「申」爲聲

符，而「土」則爲義符；19郭靜云則補充到「川」的上古音是「順」字的聲符，因而〈坤〉

卦本名爲「順」；20胡樸安則認爲「巛」字本義爲「柔」；21李鏡池認爲坤並非卦名，而是

坤借爲順，是指〈坤〉卦具備大地的德行。22從學者對於〈坤〉卦卦義的研究可以看出，

〈坤〉卦本身應當是寫作「巛」即如今的「順」字，表柔順、柔和的意思。因此，將〈坤〉

卦比附爲「土」、「地」的象徵，而以此來詮釋〈坤〉卦是不妥的。 
對於這一現象，筆者認爲這正體現了《周易》的創作特點。《易經》有「易歷三聖」

的說法，23認爲《易經》經歷過三個不同的創作時代，在上古時期《易經》原本只有卦

象，經過文王重演八卦，於是有了《周易》的上篇、下篇；之後又經孔子之手，爲《周

易》進行解釋，於是又有了《易傳》的部分，遂形成了如今的《周易》。對於這種觀點，

如今已無從考究其真僞。但是透過這一觀點，可知《周易》的編寫可能經歷了不同的時

期，在周朝以前，應當已有基本的卦象、卦名，例如現今出土的王家臺《歸藏》中只有

                                                        
16 郭沫若：〈《周易》之製作時代〉，載於《郭沫若全集》（北京：⼈民出版社，1982 年），歷史編第 1 卷，

⾴ 378。 
17 〔清〕王引之撰，虞萬⾥主編，虞思徵、⾺濤、徐煒君點校：《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第 1 冊，⾴ 7。 
18 廖名春：〈坤卦卦名探原——兼論⼋卦卦氣說產⽣的時代〉，《東南學術》第 1 期（2000 年），⾴ 14-15。 
19 梁⾱弦：〈坤卦卦名說〉，⾴ 21-24。 
20 郭靜云：〈從商周古⽂字思考「乾」、「坤」卦名構字——兼論「 」字〉，《周易研究》第 2 期（2011 年），

⾴ 18、24。 
21 胡樸安：《周易古史觀》，⾴ 4。 
22 李鏡池：《周易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232-233。 
23 《漢書・藝⽂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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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歷三古。」〔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第 6 冊，⾴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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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象、卦名及卦辭的部分，而沒有爻辭、《易傳》的部分，
24
可能所呈現的正是殷商時期

《易經》的結構形式。而隨着殷商的滅亡，周王朝對以往的《易經》進行修改，包括調

換原本以坤爲首，以乾爲次的卦序，更根據原本的卦象、卦名，進行新的創作，賦予《易

經》新的內容。 
而這行爲的背後實際上所反映的是一種思想、政治的傾向。如金景芳先生曾指《歸

藏》以〈坤〉爲首，反映的是殷朝作爲母系社會，注重母統的傳統，而《周易》以〈乾〉

爲首，則是反映周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的思想；
25
而鄭吉雄先生則言〈乾〉、

〈坤〉的次序所反映的是周人尚陽、殷人尚陰的哲學傾向。
26
也正因如此，〈坤〉卦並非

單純的是占筮的記錄，而是具有哲學、思想在當中。筆者認爲《周易》中的以〈坤〉（即

〈巛〉）爲卦名，具有三重象徵：一是〈坤〉卦象徵着殷商，而〈乾〉則象徵周王朝，

將〈乾〉卦置於〈坤〉卦之前，表示周朝戰勝殷朝，重新建立了新的邦國；二是透過卦

序的先後次序來象徵從屬關係，即意味殷商遺民應當歸順於周王朝的統治；三則是〈坤〉

本義爲順，而同時又指代爲殷商，於是在《周易》中便以「順」作爲卦名，作爲整個〈坤〉

卦的核心，告誡殷商遺民應當柔和、平順，順從周朝的統治。 
至於如今〈坤〉卦卦名寫作「坤」字，而不是用「巛」、「川」、「 」等字，筆者則

認爲這與古文字的發展有一定關聯。「坤」字爲形聲字，從「土」從「申」。日本學者白

川靜曾對「申」字發展過程，有過這樣一段描述： 
 

象形，閃電之形。閃電會向左右射放，古字中，⽤兩條曲線形⽰電光，後來，曲

線演變爲縱線兩旁的橫線，變爲「申」。閃電被視爲居住在天空中的神靈放出的

威光。由於屬於神放的東西，所以「申」有了神明之義，「申」爲「神」之初⽂。

雷電閃射時，呈曲線向斜刺射放，因此「申」⼜有了延伸、伸展之義，還⽤來表

達重疊、申告之義。「申」⽤來表⽰申告等意義後，「申」加上祭桌「⽰」，構成

了「神」字。「神」接管了「申」原有的指代神明的字義。27 

 

可見，「申」字本身應爲象形，表閃電、電光。隨着表意需求的增加，「申」字有了更多

的意涵，如表神明、表地支，之後爲了區分「申」字的不同的意涵，故而在「申」字之

上添加相應的義符，如表神明義，則加上「 」而寫作「 」；表雷電義，則加上「 」

而寫作「 」。而「申」字引申義如「申告」「延伸」等意涵則以「申」本字來表示，

成爲春秋戰國時期的常用字義。與此同時，隨着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說的興起，時人遂

                                                        
24 林忠軍：〈王家臺秦簡《歸藏》出⼟的易學價值〉，《周易研究》第 2 期（2001 年），⾴ 3。 
25 ⾦景芳：〈原序〉，載於⾦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10。 
26 詳參鄭吉雄：〈論易道主剛〉，載於鄭吉雄主編《周易經傳⽂獻新詮》（臺北：國⽴臺灣⼤學出版中⼼，

2010 年），⾴ 189-219。 
27 （⽇）⽩川靜著，蘇冰譯：《常⽤字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年），⾴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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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周易》中八經卦所代表的自然意象，如乾爲天、坤爲地、巽爲風、兌爲澤、艮爲山、

震爲雷、坎爲水、離爲火等，與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
28
相比附，得出坤配

土、震配水、巽配木、坎配水、離配火、艮配土、兌配金的說法。
29
於是便有了「坤」

字，即是申言土德之義，但這也導致〈坤〉卦漸漸脫離了原本表「順」的意思。 

 

三、〈坤〉卦卦辭的歷史陳跡 

 

《周易》的理論基礎是「象」，而所謂的「象」則是可見的，可用來比擬一切的事

物，其反映了先民的認知的思維與過程。如鄭吉雄先生所說：「⼈類適應環境，必須認

識周遭事物，利⽤⽿⽬的視覺、聽覺能⼒理解⾝邊事物的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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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周易》一書，先民其實也是在藉助自身所接觸的事物，將自身的情感、情緒、思想

以「象」的形式所呈現，因而在卦、爻辭當中也存有先民生活的影子。鄭吉雄先生考證

《尚書・多士》與〈坤〉卦卦辭有非常高的一致性，皆是在描述遷殷民於雒邑之事。31

因而，在下文中筆者也將藉此觀點分析卦辭中的其他內容。 

 

（一）〈坤〉卦卦辭的句讀 

 

在分析〈坤〉卦卦辭之前，筆者認爲首先要釐清卦辭的句讀，由於句讀的差異，而

導致諸家對卦辭的詮釋有截然不同的取向。根據表一的整理，〈坤〉卦卦辭的句讀形式

大致分爲三種，分別是：①王弼、朱熹（字元晦，1130-1200）、周錫䪖、陳鼓應等學者

認爲應當讀作「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②李鏡池、金景芳、呂紹

綱、徐志銳則認爲應當讀作「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③李鼎祚、來

知德、尚秉和、廖名春等學者認爲應當讀作「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首先，對於第一種句讀，朱熹等學者將「主利」作爲一個詞組，朱熹言：「如有所

往，則先迷後得⽽主於利」；32周錫䪖先生則將此句譯作：「君⼦有所往，起先迷路，後

                                                        
28 楊儒賓先⽣指出「五⾏」的排序最重要的有四種：（1）⽣序：⽔、⽕、⽊、⾦、⼟；（2）相⽣序：⽊、

⽕、⼟、⾦、⽔；（3）相勝序：⽊、⾦、⽕、⽔、⼟；（4）近世序：⾦、⽊、⽔、⽕、⼟。參楊儒賓：《五

⾏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新北：聯經出版社，2018 年），⾴ 17。 
29 鄭萬耕：〈易學中的陰陽五⾏觀〉，《周易研究》第 4 期（1994 年），⾴ 25。 
30 鄭吉雄：《周易階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179。 
31 鄭吉雄：〈《歸藏》平議〉，⾴ 65-66。 
32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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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找到路；預⽰獲利。」；
33
又如陳鼓應言：「問著者⾏有所往，起初可能會迷路，但隨

後就會找到正路，此事主於吉利。」
34
可見，朱熹、周錫䪖、陳鼓應認爲「主利」中「主」

應解釋爲「預示」的意思。所着重的是《周易》占筮功能的一面，而忽視了《周易》本

身義理及象徵的特徵。事實上，從《周易》全書來看，提及「主利」的情況只有這一次，

此外絕大部分都是單純以「利」的形式出現，用以表示占筮的結果。因此從《周易》「利」

字的語法形式來看，朱熹等學者的看法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次，在第二、三種的句讀中，李鼎祚、金景芳、尚秉和、廖名春等學者皆是將「主」

譯作「主人」、「在上位者」的意思，如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中言： 

 

盧⽒⽈：坤，⾂道也、妻道也。後⽽不先，先則迷失道矣，故⽈「先迷」。陰以陽

爲主，當後⽽順之，則利。故⽈「後得主，利」。35 

 

而 大的分歧則是對於「利」的從屬問題，尚秉和等學者看來「利」當解釋爲「先迷後

得主」的結果；而金景芳等學者則認爲「利」字從屬於「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一事。

筆者通過對《周易》一書當中的書寫形式進行對比，發現在《周易》中「利」字的使用

形式主要有兩類：一是置於意象之前，如〈需〉卦：「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川。」

36而另一類則有雙重否定的意思，通常以「无不利」三字出現，意思是「無所不利」，置

於意象後，如〈屯〉爻辭：「六四，乘⾺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37可見，在《周

易》一書中，「利」皆是從屬於某一具體事情或意象之前或之後，而不會單獨以「利」

字形式單獨出現。因而〈坤〉卦卦辭應讀作：「坤：元亨，利牝⾺之貞。君⼦有攸往，

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二）〈坤〉卦卦辭的意涵 

 

釐清〈坤〉卦卦辭句讀後，可以看出卦辭主要分作兩個部分，分別是①「元亨，利

牝⾺之貞。」；②「君⼦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第

一個部分是藉助「牝馬」意象的意象來重申〈坤〉卦柔順的本義，而第二部分則是在陳

                                                        
33 周錫䪖：《周易導讀及譯注》（⾹港：中華書局（⾹港）有限公司，2017 年），⾴ 62。 
34 陳⿎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34。 
35 〔唐〕李⿍祚著，陳德述整理：《周易集解》（成都：巴蜀書社，1991 年），⾴ 20。 
36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56。 
37 同前註，⾴ 51。 



 9 

述歷史，藉助歷史來警告殷商遺民應當服從周王朝的統治。在下文中，將分別對這兩個

部分進行分析： 

 

①元亨，利牝⾺之貞。 

 

在〈坤〉卦卦辭中，「元亨，利牝馬之貞」是這段文字的綱領，同時也是〈坤〉卦

本義「順」意涵的引申。 

首先，從歷史陳跡的角度來看，《周易折中》提及愈琰認爲〈坤〉卦之所以用「牝

馬」作其意象，跟馬的習性相關，說在馬羣當中，每十匹母馬會以一匹公馬爲首領，所

以符合陰從陽的卦義；38而金景芳、呂紹綱則沿用了這一說法並加以解釋，其引《黑韃

事略》一書言：「其牡⾺留⼗分壯好者，做伊刺⾺種，外餘者多騸了，所以無不強壯也。

伊刺者公⾺也，不曾騸，專管騾⾺羣，不⼊騸⾺隊。騸⾺、騾⾺各⾃爲羣隊也。」39由

此推出，牡馬應當剛健自強，牝馬應柔弱順從。牡馬有牧馬的貞正，牝馬有牝馬的貞正。

所以〈坤〉卦以牝馬爲喻，以彰顯其順的特徵。 

其次，在義理、隱喻層面，孔穎達則言： 

 

牝對牡爲柔順，故云「利牝⾺之貞」。……不云⽜⽽云⾺者，⽜雖柔順，不能「⾏

地無疆」，無以⾒「坤」之德。⾺雖⽐⿓爲鈍，⽽亦能遠，象地之廣育也。40 

 

孔穎達從「牝馬」意象特徵進行分析，如其認爲牝馬即是母馬，一方面，馬具備「行地

無疆」的能力，所以在卦辭中云馬而不云牛；另一方面，之所以不直接以「馬」而以「牝

馬」作爲〈坤〉的意象，主要是由於牝馬相對柔順，較爲溫馴；此外，李光地在《周易

折中》中引程傳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

貞。牝⾺柔順⽽健⾏，故取其象⽈『牝⾺之貞』。」41在此，則是根據「牝馬」的客觀特

徵來進行義理方面的闡述，認爲乾、坤是相對的，乾的特徵是剛固，因而坤的特徵則是

柔順，牝馬的特徵與坤卦相符，因而用「牝馬」的意象來作〈坤〉的象徵。 

可見，〈坤〉卦以「牝馬」爲意象主要是因爲其具有兩個方面的特徵，一是能夠「行

地無疆」與〈乾〉卦中的「龍」的意象相對；二是因爲「牝馬」爲母馬，性情溫馴，符

合〈坤〉卦「順」、「柔」的意涵。而從整體來看，在此句在言「元亨利貞」時，特別強

調並非所有時刻都是「元亨」而只是「利牝馬之貞」。是藉助「牝馬」的意象所具有的

                                                        
38 〔清〕李光地撰；李⼀忻點較校：《周易折中》（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年），⾴ 52。 
39 ⾦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 40-41。 
40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學出版社，2000 年），⾴ 28-29。 
41 〔清〕李光地撰，李⼀忻點較校：《周易折中》（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 年），⾴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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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順」的特點來對殷商遺民的一種要求，告誡殷商遺民必須像牝馬一樣柔順，服

從周王朝的統治才能保持「元亨」。 

 

②君⼦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首先，對於「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一句，筆者則認爲這是對殷周政權交替的

一種回顧，是周王朝用作告誡殷商遺民應當懂得如何審時度勢，順從周朝的統治。在上

文中已經提及在〈坤〉卦卦辭中，「主」並非是指預示的意思，而是指實際的「主人」、

「在上位者」。〈坤〉卦象徵殷商，因而「主」便是指實際的統治者，即殷商舊主或周朝

新主。從時序關係上來看，所謂的「先迷」是指在殷周的戰爭中，殷商政權的覆滅，就

殷商遺民而言，失去了國家的領導者，因而感到迷茫，故曰「先迷」；而後，隨着周王

朝的建立，殷商遺民便有了新主，故曰「後得主」。 

其次，對於「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一句，而古今學者對於此句有頗多爭議，觀

點大致可歸納爲以下三種：一是以崔憬42、朱熹43所主張的「先天方位說」，以文王先天

八卦爲依據，認爲西南、東北是指八卦的方位，因爲〈坤〉卦屬陰，所以往西南方能得

其同屬，向東北方則不得其同屬；二是廖名春所提出的「卦氣說」，認爲「東北」、「西

南」實指一年四季陰氣的消長，「西南得朋」指陰氣上升，「東北喪朋」則指陰氣下降；
44三是「貿易說」，李鏡池先生認爲〈坤〉卦辭中的「朋」爲朋貝的意思，該卦描述的是

周人經商的情形。45 

對於崔憬、朱熹、廖名春的說法，應當是受後世五行方位學說46影響的看法，不應

是周朝《易經》的原義。而對於李鏡池先生的看法，李孝定先生曾考證：「實則朋⾙之

朋；朋乃賏之譌字，朋黨之朋⼜朋⾙之朋之假字」47于省吾先生說：「商器 ⿍作 。

                                                        
42 崔憬⾔：「妻道也。西⽅坤兌，南⽅巽離，⼆⽅皆陰，與坤同類，故⽈『西南得朋』。東⽅⾉震，北⽅

乾坎，⼆⽅皆陽，與坤⾮類，故⽈『東北喪朋」。」〔唐〕李⿍祚著；陳德述整理：《周易集解》，⾴ 20。 
43朱熹看來，〈坤〉卦中的西南、東北仍舊是以⽂王先天⼋卦⽅位作爲依據，⽽與崔憬不同的是，此處所

⾔之「朋」的涵義似乎並未侷限與陰、陽所「屬」、「類」，⽽是認爲此卦是⾔安於現狀之意。朱熹⾔：「往

西南得朋，往東北喪朋，⼤抵能安於正則吉也。」〔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42。 
44 廖名春：〈《周易》乾坤兩卦卦⽘辭五考〉，《周易研究》第 1 期（1999 年），⾴ 41-42。 
45 李鏡池先⽣⾔：「朋：朋⾙。貨幣起先⽤⾙，⾙⼗枚⼀串爲朋。《周易》說朋都指朋⾙，不是指朋友。」

⼜⾔：「因爲周⼈西南多友邦，……多在周西南，所以周⼈到西南各國去能賺錢。⽽在東北卻有個強敵⿁

⽅。……到強敵處做⽣意，往往被⼈搶劫，所以會喪朋。」李鏡池：《周易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5。 
46 楊儒賓先⽣⾔：「五⾏說成爲知識論的模式，最早在戰國時期即已發⽣，秦漢後，其敘述更⽇趨嚴整，

附庸蔚爲⼤國。」楊儒賓：《五⾏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 20。 
47 于省吾主編：《甲⾻⽂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冊 4，⾴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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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以 爲朋友之朋，作 、 、 等形。」
48
通過諸文字學家的考證，可知朋字

本作賏字，甲骨文寫作 ，本義指貝殼所製的貨幣。而後，隨着朋字所涵蓋的意思愈多，

所以添加「勹」寫作 ，意思是朋友之朋。于先生也明確說明在周朝時，「朋」字便作

爲「朋友」之義。因而在《周易》〈坤〉卦中的「朋」字應當解釋爲朋友、朋黨之「朋」，

而李鏡池先生所說的「朋」解釋爲貨幣說法未必準確。 

筆者認爲「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對於殷商遺民反抗周王朝的一種重新的申命，

在周王朝成立初期局勢並不穩定，成王、周公東征平定管蔡之亂後，讓微子啓掌管殷都

祭祀，而將殷商遺民分封於衛，並交給康叔管理，如《史記・周本紀》記載：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

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49 

 

爲方便管治以及防止殷商遺民再次發生叛亂，於是將殷商分祀於宋國，殷商貴族則遷往

衛國，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將貴族遷往洛邑一帶，即在

今河南偃師東南，嵩山西北；50而西周的都城鎬京，則在今灃河中游東岸。51而兩者的地

理方位也符合所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的內容，鎬京位於西南，洛邑位於東北，這

也與鄭吉雄先生所說的「西南」代表周人，「東北」代表殷人的說法䐇合； 後是「安

貞吉」，筆者認爲此句應是爲整個卦辭的作結，「貞」的意思據廖名春先生考證應解釋

爲「正固」52，即是維持於當下的狀況、狀態，而這 後一句則是用來對殷商遺民作

後的重申，勸誡其安守本分，維持現狀才能得到「吉」的結果。 

  

                                                        
48 同前註，⾴ 3290。 
49 〔漢〕司⾺遷：《史記》（⾧沙：嶽麓書社，2001 年），⾴ 20。 
50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民出版社，2003 年），⾴ 158。 
51 同前註，⾴ 115。 
52 詳參廖名春：〈《周易》卦⽘辭的哲學——以《乾》《坤》兩卦爲例〉，《⽂史》第 3 期（2014 年），⾴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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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坤〉卦⽘辭的道理隱喻 

 

隱喻是一個以經驗域去理解並建構另一截然不同經驗域的思維過程。該過程中，一

般以一個較具體的、熟悉的概念域的範疇來反映另一較抽象的、不好理解的概念域範疇。
53
在上文中，已可知〈坤〉卦本義爲「順」，卦辭是先民爲闡述卦名「順」的意涵所依託

的歷史，〈坤〉卦爻辭是根據這一歷史，對不同層面所作的譬喻，如下表所示： 

 

〈坤〉卦爻辭與殷商歷史的隱喻關係 

意象 隱喻形式 隱喻的道理 

履霜堅冰⾄ 殷商覆滅如從霜雪到堅冰的過程 殷商覆滅的原因 

直⽅⼤，不習無不利 規勸殷遺民態度應如⼤地⼀般溫順 對待殷遺民態度 

括囊 告誡殷商遺民應當謹⾔慎⾏，如囊袋

⼀樣紮緊 

警告殷遺民不要⾮議

周朝的統治 

⿈裳 以⿈裳來轉喻爲殷遺民 對殷遺民⾝份的看法 

⿓戰於野 以⿓的意象來⽐作殷、周王朝 殷、周戰爭 

 

在《周易》中，卦象有既定的內在次序，如鄭吉雄先生指出：「⼀卦⾃內⽽外，⾃下⽽

上，通常有⼀個明確的⽅向性；或喻⼀事發展的先後過程，或喻⼈⽣⾏事的基礎與發展，

或就某⼀事⽽喻⾃⾝與國家之遠近。」54〈坤〉卦卦象由下至上的次序，與殷商歷史的

發展過程頗有相似之處，而當中又涉及許多不同的問題，如殷商覆滅的原因、對待殷商

遺民的態度、對殷商遺民身份的看法、殷商戰爭的過程等。因而在下文中，將分別分析

〈坤〉卦爻辭的意涵。 

 

①初六，履霜，堅冰⾄。 

 

                                                        
53 （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中譯導讀〉，《我們賴以⽣

存的譬喻》，⾴ 68。 
54 鄭吉雄：〈《易經》⾝體、語⾔、義理的開展——兼論《易》為⼠⼤夫之學〉，《中國典籍與⽂化論叢》

第 12 期（200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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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爻，履霜，堅冰至。」首先是「履」的意象，在《周易》中常將卦畫比作人

的身體，以上爻爲首，以初爻爲「足」、「履」。
55
此爻爲〈坤〉卦初爻，居於 底，以身

體意象來看，則是足的部分，故在爻辭中言「履」。 

其次，在〈坤〉卦中，提及「霜」、「堅冰」，從卦象而言，此卦爲「純陰」之卦，

從初爻依次往上，每爻皆陰，象徵陰氣愈盛，直至六爻皆陰。這一過程如同季節的變化，

從霜降開始至大雪來臨，即言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事實上，這一爻爲結構隱喻，

是將殷商滅亡的過程譬喻作「霜—堅冰」的過程，認爲殷商的滅亡並非一朝一夕所致，

而是一個逐漸發展的結果。如〈文言傳〉言：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弒其君，⼦弒其⽗，⾮⼀朝⼀

⼣之故，其所⼜來者漸矣！由辯指不早辯也。《易》⽈「履霜，堅冰⾄」，蓋⾔順

也。56 

 

〈文言〉認爲事物的衰敗並非是一時所致，而是逐漸發展的結果。以家爲單位，則行善

積德的家庭必然能夠福蔭後代子孫，相反依然；以國爲單位，則一個朝代的滅亡也絕非

偶然，之所以會出現以臣弒君的情況，正是因爲未能在事情發生之前及時留意、改正。

如周文王原爲殷商臣子，但由於紂王無道，遂導致諸侯背叛且歸順文王。57故在〈多士〉

篇，周王言及殷商覆滅的原因，說周朝本身只是小國，原本沒有膽量奪取殷國，但是由

於紂王無道不加悔改，所以才會導致商朝滅亡。58 

 

②六⼆，直⽅⼤，不習无不利。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是周朝藉助「地」意象的特徵，來規勸殷遺民在周朝

統治下應有的態度。 

易學家對於此爻的詮釋，多從訓詁學出發，分析當中「直方大」、「不習」等字眼，

如王弼、孔穎達認爲二爻居中得正，象徵大地能使萬物自生的能力，不習即是不干預；

                                                        
55 鄭吉雄：〈《易經》⾝體、語⾔、義理的開展——兼論《易》為⼠⼤夫之學〉，⾴ 5。 
56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47。 
57 司⾺遷⾔：「西伯歸，乃陰修德⾏善，諸侯多叛紂⽽往歸西伯。西伯滋⼤，紂由是稍失權重。……西伯

既卒，周武王之東伐，⾄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百。諸侯皆⽈：『紂可伐矣。』」〔漢〕司⾺遷：《史記》，

⾴ 15-16。 
58 《尚書・多⼠》：「爾殷遺多⼠，弗弔，旻天⼤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

于帝。肆爾多⼠，⾮我⼩國敢⼷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

為，惟天明畏。」〔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學出版社，2000 年），第

2 冊，⾴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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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朱熹則認爲「直」、「方」、「大」分別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德合無疆的意思，又因

六二居中，所以不待學習而无不利；
60
高亨則提出新說，認爲直方即持方，謂之操舟、

大讀爲太、習是閑習的意思，整體意思就是方舟以渡，不易傾覆，雖甚不習於操舟之術，

亦不致有隕越之虞；
61

後廖名春則認爲直應解釋爲正直，方大是宏大，而「習」則是

「摺」的假借，意思是剛折不屈。
62
對上述觀點，一是此爻爲〈坤〉或〈巛〉的爻辭，當

中從未提及行舟之事，不因以此爲象；二是〈坤〉卦本義爲「順」，應當把握這一綱領

進行解釋，此爻不可能是言剛正不折，而當言「順」。 

首先，筆者認爲「直方大」中「直」爲動詞，「方正」則是言大地所具有的特徵。

「直」的甲骨文寫作 、金文作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言：「直，從⽬上⼀豎，會

以⽬視懸，測得直⽴之意。」63是指先民透過觀察大地具備「方」「大」的特點，「方」

即「天圓地方」思想中地的特徵，「大」即「行地無疆」，是言地之廣闊無垠。 

其次，「習」字在《周易》中不只出現一次，如〈坎〉卦言：「習坎：有孚，維⼼亨。

⾏有尚。」64〈坎〉卦又名爲〈習坎〉，是因爲〈坎〉卦䷜，爲兩個經卦坎☵兩兩相疊而

成，於是稱爲「習」，故朱熹言：「習，重習也。」65此外，許威漢考證「習」，甲骨文

從羽從白，本義應當與飛鳥有關。如《說文》解釋爲「習，數飛也」；「數飛」就是鳥

屢次拍着翅膀飛。而後的反復練習、實習、溫習等意思則是「習」字的引申義。66可見，

在〈坤〉卦六二中的「習」應當解釋爲「重複」更爲合適。 

整體而言，六二爻所說的「方大」其實是在呼應「牝馬」的意象，言土地具有「方

正」、「廣博」的特點，是藉助土地意象來闡發「順」的義理。如《尚書・多士》記載

周公平定叛亂後，將殷商遺民遷往舊都，並對其作出警告：「爾乃尚有爾⼟，爾⽤尚寧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67

                                                        
59 王弼注⽈：「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然⽽物⾃⽣，不假修營⽽功成，故『不習』焉⽽『无不利』。」

孔穎達疏⽈：「以此⽘居中得位，極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爲。」〔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

正義》，⾴ 33。 
60 朱熹《周易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賦形有定，坤之⽅也。德合無疆，坤之⼤也。六⼆柔順

居中，⼜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盛⼤，不待學習⽽无不利。」〔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

《周易本義》，⾴ 45。 
61 ⾼亨：《周易古經今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167。 
62 廖名春：〈《周易》卦⽘辭的哲學——以《乾》《坤》兩卦爲例〉，⾴ 99。 
63 徐中舒主編：《甲⾻⽂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 年），第 12 卷，⾴ 1385。 
64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122。 
65 同前註，⾴ 122。 
66 許威漢：《訓詁學導論》（北京：北京⼤學出版社，2003 年），⾴ 144-145。 
67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第 2 冊，⾴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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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誡殷商遺民尚能保有土地以供勞作、休息，如果能順敬周朝，天帝便會給予憐憫；相

反，則會連如今謹剩的土地也將失去。 

 

③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在〈坤〉卦六爻中，唯獨此爻沒有運用隱喻，而是直陳其事，但是從爻辭中「王事」

一詞，也可看出其與政治有密切的關聯，這也爲爻辭義理出於卦辭的觀點提供了證據。

在義理方面，金景芳、呂紹綱先生對於此爻有獨特的看法，認爲〈坤〉卦皆言臣道。首

先「含章可貞」中的「章」是文而成章的意思，是指作爲臣下所具有的文采；其次「或

從王事」則與〈乾〉卦「或躍在淵」作對比，認爲兩者皆提及「或」字，應與卦位有一

定關聯，如六三居於內卦之末，九四居於外卦之先，兩者都是在指進退未定的狀態。在

退的時候，則言「在淵」、「含章」；在進的時候，則言「躍」與「從王事」。68同時，「无

成有終」應當爲「或從王事」的結果，表示的是周朝對於殷商遺民的政治態度，「或」

字有選擇的意思，即是殷商遺民可以選擇究竟是隱居，或是從政，雖然未必能獲得重用，

但也能有一個好的結果。如武王伐紂的過程中，周王朝對待伯夷、叔齊的態度正是如此，

《史記・周本紀》載：「禮下賢者，⽇中不暇⾷以待⼠，⼠以此多歸之。伯夷、叔⿑在

孤⽵，聞西伯善養⽼，盍往歸之。」69當然，如今並沒有證據指六三所言即是有關伯夷、

叔齊的事蹟，但是透過這一歷史可以看出周朝對待殷民的態度其實是相一致的。 

 

④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對於「括囊」這一意象，歷代學者也有共識，皆從「括囊」的意象出發分析此爻的

義理。如孔穎達曰：「括，結也。」70朱熹言：「括囊，⾔結囊⼝⽽不出也。譽者，過實

之名。僅密如是，則无咎亦无譽矣。」71對此，筆者亦認同諸家的看法，「括囊」一詞應

當是結構隱喻，是將殷遺民譬喻爲囊袋，是與上爻中所提及的「含章」一句相呼應，「含

章」指內含文采，而「括囊」則指人應當三緘其口，應當謹言慎行。在《周易・象》對

此亦有很明確的說明，直言：「『括囊无咎』，慎不害也。」72 

 

⑤六五，⿈裳，元吉。 

                                                        
68 ⾦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 6。 
69 〔漢〕司⾺遷：《史記》，⾴ 18。 
70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 34。 
71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44。 
72 同前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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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黃裳」意象的解釋，大致可分爲三種，一是李鼎祚
73
、王弼

74
等學者所持的黃

爲中色、土色的觀點，呂紹綱認爲在五行當中，土居中央，而土又爲黃色，所以黃即是

中色。
75
此外，從卦象看，此爻居於外卦的中間，也有中的意涵，所以稱爲「黃裳」；二

是認爲黃爲美之色，如〈文言〉曰：「君⼦⿈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于四

肢，發于事業，美之⾄也。」
76
認爲「黃」爲美好的顏色；三是「黃」是言德行，朱熹將

其視作德行的譬喻，認爲「黃」是言順之義。
77
 

在上述觀點中，傳統易學家雖在觀點上有些許差異，但是皆認爲「黃」爲貴色，然

而學者于雪棠對「黃裳」作出考證，認爲上述觀點皆是受戰國五行學說的影響，《禮記

・郊特牲》記載：「⿈⾐⿈冠⽽祭，息⽥夫也。野夫⿈冠，⿈冠，草服也。」因此，「黃

裳」應是田野農夫所穿的着裝，78並非所謂貴色。 

因而，在「黃裳」應當是轉喻，將「黃裳」借代爲田野農夫。在義理上，第五爻本

爲君位、尊位，79而此爻卻言「黃裳」，爲田野農夫的意思，猶如身居高位者卻着平民、

農夫的衣裳，有謙卑、謙遜的意味。如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唯獨〈謙〉䷎卦六爻皆吉。

是因爲從卦象看，〈謙〉卦艮下坤上，艮爲高山而居於大地之下，象徵謙遜，可見《易》

對於「謙」這一態度的重視。而從歷史角度，筆者則認爲此爻是在表達周朝對於殷人的

身份的態度。尊位之人着平民衣裳，實則是指殷商人民從原本的尊位變成如今的平民，

應當恪守本分，才能「元吉」。 

 

⑥上六，⿓戰于野，其⾎⽞⿈。 

 

在《周易》中，六十四卦有提及「龍」的意象的，唯獨〈乾〉、〈坤〉二卦，在〈乾〉

卦中六爻中四爻直接與龍的意象有關，如「潛⿓勿⽤」、「⾒⿓在⽥」、「⾶⿓在天」、「亢

⿓有悔」80。雖然九三、九四兩爻未直接提及「龍」，但九三是以龍德比喻君子之德，九

                                                        
73 李⿍祚引⼲寶⾔：「⿈，中之⾊。裳，下之飾。」〔唐〕李⿍祚著，陳德述整理：《周易集解》，⾴ 25。 
74 《周易正義》⽈：「⿈是中之⾊，裳是下之飾，『坤』爲⾂道，五居君位，是⾂之極貴者⾴。」〔魏〕王

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 35。 
75 呂紹綱：《周易闡微》，⾴ 333。 
76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48。 
77 朱熹⾔：「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於外，故其象如此，⽽其占爲⼤善之吉也。」同前註，

⾴ 46。 
78 于雪棠：〈《易・坤》卦「⿈裳」考釋〉，《周易研究》第 5 期（1997 年），⾴ 2-3。 
79 朱熹⾔〈乾・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之德，居聖⼈之位，故其象如此。」〔宋〕朱熹撰；

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122。 
80 〔宋〕朱熹撰，廖名春點校：《周易本義》，⾴ 30-31。 



 17 

四「或躍在淵」也是在藉龍在淵谷上下騰飛的意象進行闡述。除此以外，另一處提及「龍」

的意象的便是〈坤〉卦的上六，因而此爻的意象應來自於〈乾〉。 
在前文解釋卦名時已經提及〈乾〉〈坤〉的象徵意義，〈乾〉代表周人，〈坤〉代表

殷人。所以此處所言的「龍」實則是指周朝、殷朝，言殷周交戰的場景。所謂「其血玄

黃」是用來形容戰爭的情形，如〈文言〉言：「天⽞⽽地⿈」
81
，即言天之色爲玄，地之

色爲黃。在此爻中則是形容兩龍交戰，乾龍血爲玄，坤龍血爲黃，交戰過後，血液相混

玄黃互雜，以此形容戰爭的慘烈。 

 

⑦⽤六，利永貞。 

 

用九、用六，在《周易》中只出現在〈乾〉、〈坤〉的爻辭。用九，並非指的是爻辭，

而是指〈乾〉、〈坤〉的變化、體用。《易緯乾鑿度》言：「孔⼦⽈：易者，易也；變易也；

不易也。」82所說的就是《周易》的三個特點，一爲易簡，是指《周易》蘊含的道理含

括宇宙的變化，卻能以卦象所表現；二爲變易，即言人生吉凶禍福的更迭，《易經》便

是變化的哲學；三爲不易，所言「不易」，指的是萬事萬物恆變的這一道理不易。而用

九、用六，事實上亦是反映《周易》的性質。 

六十四卦非覆即變，如〈乾〉與〈坤〉正是一對變卦，〈乾〉卦爲「純陽」而〈坤〉

卦爲「純陰」。同時，在兩卦當中某些內容相互指涉，如〈乾〉卦用六言：「見羣龍无首，

吉。」所描述的應是諸侯征戰，失去殷商共主的情況，實際是從〈乾〉所代表的周人，

進而變爲代表〈坤〉卦的殷人。故〈坤〉卦開首便言：「利牝馬之貞。」即是失去共主

後，殷商遺民如失去首領的雌馬一樣溫順，才能保全自身。另一方面，〈坤〉卦用六言：

「利永貞。」，意思是利於永遠保持貞固，實際上也是從描述〈坤〉卦轉爲描述〈乾〉

卦，與〈乾〉開首所言：「元亨利貞」如出一轍。可見，〈坤〉卦中的用六即是言〈坤〉

卦變的過程。 

  

                                                        
81 呂紹綱：《周易闡微》，⾴ 332。 
82 〔漢〕鄭⽞注，王雲五編：《易緯乾鑿度》（⾧沙：商務印書館，1937 年），卷上，⾴ 1。 



 18 

五、結論 

 

在近現代易學研究中，學者大多受古史辯運動影響，將《周易》視作古代占筮記錄

的整合，因而在研究過程中將卦名、卦辭、爻辭進行單獨的詮釋，從而導致《周易》中

的卦象看似凌亂的意象羣。基於這一原因，筆者嘗試以〈坤〉卦作爲例子，從訓詁、義

理及借用隱喻的理論對〈坤〉卦進行分析。發現〈坤〉卦的卦名、卦辭、爻辭之間有密

切的關聯。 

〈坤〉卦由三個部分組成，卦名爲綱領，卦辭爲依託的事實、歷史；爻辭則是根據

卦辭所作的義理上的闡發。在本文中透過訓詁，得知〈坤〉卦的卦名本作〈巛〉，意思

是「順」；而〈坤〉卦卦辭則是歷史的陳跡，所反映的是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對殷商

遺民所作的申令，即要求殷商遺民如牝馬一樣順服於周王朝的統治；而爻辭中則大量運

用意象，通過隱喻的方式闡述了涉及殷周交替的各個層面的問題，包括殷商覆滅的原因、

對待殷商遺民的態度、對殷商遺民身份的看法以及殷商戰爭的過程。而之所以從〈坤〉

卦當中可以同時看出歷史的陳跡、道理的隱喻，主要原因是在人們的認知過程中，習慣

透過具體的、熟悉的意象，來表現較抽象的、較陌生的思想，《周易》作爲上古文獻，

這種本能的思維模式更加明顯。 

而對於整部《周易》而言，如表二所示，六十四卦大致可分爲四類，包括：①卦名、

卦辭、爻辭皆有關係；②與卦名無關，而卦爻辭自成體系；③與卦辭無關，卦名與爻辭

相關；④卦名、卦辭、爻辭皆無關係。而在當中，對於可以直接從字面上看出卦名、卦

辭、爻辭關係的卦，自然能夠較清晰地釐清該卦的意涵與研究的方向。而對於類似〈坤〉

卦一樣，難以直接看出卦名、卦辭、爻辭間關係的卦，如〈小畜〉、〈泰〉、〈大有〉、〈中

孚〉、〈既濟〉、〈未濟〉等，則應當仍如上述方法一樣，分析其卦名、卦辭、爻辭的關係，

而不是將其單獨進行詮釋。當然，這些卦象未必如〈坤〉卦一樣是以某一段特定的歷史

作爲義理、隱喻的依託，但是卦辭所根據的必然是與先民生活所接觸、熟悉的事與物相

關，因而在分析《周易》時不能忽視當中歷史的成分。而對於意象、隱喻的部分，則應

當結合卦名的意思、卦辭的內容作爲切入，分析背後的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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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有關〈坤〉卦卦辭的內容 

作者 書籍 內容 

〔魏〕王弼注 

〔唐〕孔穎達疏 
周易正義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唐〕李鼎祚 周易集解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宋〕朱熹 周易本義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明〕來知德 周易集注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尚秉和 周易尚氏學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黃壽祺、張善文 周易譯註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

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李鏡池 周易通義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周錫䪖 周易導讀及譯註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

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

貞，吉。 

陳鼓應 周易今注今譯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金景芳、呂紹剛 周易全解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胡樸安 周易古史觀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高亨 周易古經今注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徐志銳 周易大傳新注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王振復 周易精讀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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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 周易經傳十五講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唐明邦 周易評注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表二：《周易》卦名、卦辭、爻辭關係圖 

在下表中，列舉了《周易》六十四卦，並嘗試藉助表格來簡單表示當中卦名、卦辭、

爻辭間的關係。在《周易》中若能夠直接看出卦名、卦辭、爻辭間存有關聯，便以「○」

表示；若爻辭中反復出現某一概念或意象，則認爲爻辭自成獨立體系，以「●」表示；

若未能從卦名、卦辭、爻辭中直接看出其關聯，則以空白表示。 

 卦名 卦名 卦辭 爻辭 

1 乾   ● 

2 坤    

3 屯 ○  ● 

4 蒙 ○ ○ ● 

5 需 ○  ● 

6 訟 ○  ● 

7 師 ○  ● 

8 比 ○  ● 

9 小畜    

10 履 ○ ○ ● 

11 泰    

12 否 ○ ○ ● 

13 同人 ○ ○ ● 

14 大有    

15 謙 ○  ● 

16 豫 ○  ● 

17 隨 ○  ○ 

18 蠱 ○  ● 

19 臨 ○  ● 

20 觀 ○  ● 

21 噬嗑 ○  ● 

22 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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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剝 ○  ● 

24 復 ○ ○ ● 

25 无妄 ○  ● 

26 大畜   ● 

27 頤 ○  ● 

28 大過   ● 

29 坎 ○ ○ ● 

30 離 ○  ○ 

31 咸 ○  ● 

32 恆 ○  ● 

33 遁 ○  ● 

34 大壯 ○  ● 

35 晉 ○  ● 

36 明夷 ○  ● 

37 家人 ○  ● 

38 睽 ○  ○ 

39 蹇 ○  ● 

40 解 ○  ○ 

41 損 ○  ● 

42 益 ○  ● 

43 夬 ○  ○ 

44 姤 ○  ○ 

45 萃 ○  ● 

46 升 ○  ● 

47 困 ○  ● 

48 井 ○ ○ ● 

49 革 ○  ● 

50 鼎 ○  ● 

51 震 ○ ○ ● 

52 艮 ○ ○ ● 

53 漸 ○  ● 

54 歸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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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豐 ○  ● 

56 旅 ○ ○ ● 

57 巽 ○  ● 

58 兌 ○  ● 

59 渙 ○  ● 

60 節 ○ ○ ● 

61 中孚    

62 小過 ○  ● 

63 既濟    

64 未濟    

 

表三：《周易》卦名、卦辭、爻辭關係統計 

卦名、卦辭、爻辭的關係 相關的卦象 卦數 

卦名、卦辭、爻辭皆有關聯 蒙、履、否、同人、復、坎、井、震、艮、

旅、節 

11 

與卦名無關，而卦爻辭自成體系 乾、大畜、大過 3 

與卦辭無關，卦名與爻辭有關 屯、需、訟、師、比、謙、豫、隨、蠱、

臨、觀、噬嗑、賁、剝、无妄、頤、離、

咸、恆、遁、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

革、鼎、漸、歸妹、豐、巽、兌、渙、小

過 

43 

卦名、卦辭、爻辭皆無明顯關聯 坤、小畜、泰、大有、中孚、既濟、未濟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