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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易經》一書是我國現存最早、影響中華文化最深久的占筮之書與義理

之書，即便起始用意為記錄占筮，然而其形成筮書的過程卻也已經逐漸

形成一些文化觀念，例如編纂者（卜史之官）對謙卦的讚揚，而部份隱

涵在《易經》中的義理也為其後詮解《易經》的《易傳》所發揚。至於



《易傳》之成形是為了解釋《易經》，解釋的過程中將原本的占筮辭賦

予了更高層次的義理觀念，例如對憂患意識的闡發、對行事處世的倫理

學指導，對宇宙論的建立……等等，可說是人世智慧之書，更因為《易

傳》中富涵了許多的義理，後世易學之發展莫不緣基於《易傳》而發揮

了更多的思想義理；今本文所研究之對象即是《易傳．繫辭》所提出的

憂患九卦，而憂患九卦是《易傳》用來說明並指導君子如何應變於憂

患。 然而，由《易傳》所提出的憂患九卦，似乎只說明某卦基本立義為

德之某，是性質如何，以及功用為何，而沒有說明何以故，以及如何可

能，於是乎後世學者對此空白莫不戮力填補，用某種理論再加以詮釋，

這雖使得憂患九卦的思想內容愈趨豐沛，卻在另一方面，由於過度詮釋

的結果，此九卦的說解也愈說愈繁雜瑣細，更直接致使讀者不知從何入

手，猶若墜入五里迷霧。 今本論文寫作意欲返回《易經》、《易傳》的

文本內容去探本尋源，將《易傳》與《易經》並列而觀，從中去檢視由

解釋到詮釋的向度，希望能說明《易經》中說了什麼，《易傳》作者從

《易經》中又看見了什麼，以及如何解釋甚至詮釋，希冀正本清源後，

作為日後進一步研究其間關聯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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