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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討論「因果」的三個觀點，即是「筮」與「卦」之因果關係，

「爻象」與「吉凶」之因果關係、最後「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之因

果關係來研突《周易》之政治思想。 第二章是人們生活當中常面對的

「吉凶」與「憂患」來討論政治領域的問題。首先討論政治思想中的人

際關係。即是「君臣」、「君民」之間的關係。在此，《周易》書以

「陰陽」的性質來看待「君臣」、「君民」關係的對立和互相輔助，再

進一步討論其關係之中的「吉凶」與「優」。 第三章討論「治亂興衰」

之規律。《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代表一種「時」，象徵社會人際關

係的狀況和勢力的消長，在此討論是表示社會政治秩序由衝突到和諧或



由和諧到衝突的動態的過程。但是其中蘊含著一種必然之理，可以為人

們所認識。這就是「時」，又叫做「時運」、「時義」。人們對「時

運」、「時義」的認識，目的是為了能運用於生活世界，即根據客觀形

勢來決定主體的行為。順時而動，必獲吉利，逆時而動，將導致災難，

所以這種「時」又叫做「時用」。在此先討論的是《周易》時間之變動

原則上「時」與「位」的不可分的關係。然後進一步討論「位」的意

義。其討論中可知位份處處在「地位」人事行為的重要性。《周易》進

一步用「貴賤、尊卑、上下」的等級來說明意義和其意義上政治人們的

行為，換言之，「君臣」和「君民」之間關係來說「吉凶」和「憂

患」。然後再討論政治上「治亂興衰」的問題。 第四章為結論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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