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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易經》為群經之首，是傳統成書最早的經典，且各代都有詮釋補註，其

思想發展風格，不論是漢代的神秘氣象或者是魏晉的玄虛清靜，可說是變

化紛成且各有其妙。到了北宋時，易學又開始有了一番新的發展。胡瑗於



太學教授《易經》，經由其弟子倪天隱整理而成《周易口義》一書，其思

想摒除了以往佛、道的影響，只以儒家道德倫常為闡述方向，開闢了宋代

儒理易學一脈，乃是劃時代的創舉。又以胡瑗畢生投入教育事業之故，教

導出眾多門人弟子，間接促成宋代理學發展的先鋒關鍵人物，故筆者以為

有其研究價值。 本篇論文主要在研究胡瑗《周易口義》，筆者嘗試以

「明體達用」概念為主軸，闡述《周易口義》之中天人關係、道德實踐、

倫理規範此三者之間，彼此為體用的層遞關係，藉此證明「明體達用」不

但為胡瑗個人學術特色，此特質亦灌注於其人著作之中。第一章為緒論，

在說明研究價值外，亦簡述《周易口義》之作者、版本及當代研究現況。

第二章簡述做為全文主軸的明體達用，其來源與筆者所採用詮釋方法為

何。第三章敘述《周易口義》的形上思想，闡述胡瑗以天地變化作為人所

有行為的依據。第四章則是提到以形上觀念為體，而道德實踐為之用，並

舉出書中君子、賢人、聖人之成德進程以為依據，並說明大人、小人之作

為表現。第五章描寫以道德實踐為基本依據，往外所發出倫理實踐則為

用，分家庭倫理、君臣倫理以及師生倫理三個部分來論述。最後一章則是

結論，除了概述胡瑗之歷史貢獻與前瞻性之外，兼提及《周易口義》一書

之侷限性，做為今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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