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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世和

【提要】

本丈筆者將就其易傳之詮釋，先歸納出伊川之主敬、守義，以及其畢生奉行

不悸之常德來初步探討易程傳中的君子修養工夫。第一部份將先就一般學者所熟

悉的 r敬』，藉由易程傳內的互相貫通的思想、佐以相輔相成，第二段將就易程傳

中份量最重的 r中正』思想來做篇章承上啟下，最後則以處世之學的常德來歸攝

君子的成己成物胸懷。

【關鍵詞】君子敬慎中正義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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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說易為天理之所呈現，然天理玄妙，常人無從認知。聖人為啟眾聰，特

將之演為做人處世的道理，以教化萬民實則人理、易為天理，然天理玄妙，常人

無從認知，故而歷代解易之學者在探究 r易』的義理上，不遺餘力者甚多，伊川

便是其中篤學的例子之一，且伊川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易，尤愛〈坤文言傳〉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服廣弗失。於是則主敬守義，內直外方，語

默動靜，皆以聖人為其師。伊川嘗去：無功澤及人而浪費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

蠹’唯綴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因而可見他志學聖賢、著書以益後世之惰。

程子易傳于宋哲宗元符二年正月成書。伊川自己常說：六十以後始著書，因

他認為若是沒有真積力久得實學，是無法光輝充實，這跟其律己甚嚴性情或許有

關，且其為學乃是為一生之志趣，所以程頓一生講學論道，不求仕進。司馬光曾

推崇他：「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

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哲宗即位初年，經司馬氏等力薦，乃以通直郎躍崇

政殿說書。聘請大儒，在宮殿裡為皇帝講解經書，謂之「經建」。

另外，從慶曆年間的思想家們，尤其是范仲淹等重視易的思想下，繼之而起

的有周敦頤引易立論，奇易學思想主要包含在《太極圖說〉、《通書〉，史稱濟學，

即其濟溪易學為其主要，然而若就宋代的易學說來，程頓的《周易程傳〉則具備

奠基的功效。

宋代的易學大多著重在「義理易」上面，這其中以程頤〈伊川易傳》六卷，

與朱熹〈周易本義〉十二卷最為世所重視。〈伊川易傳〉之注法，有同於王喝的

地方，也有別於老莊之處，若相似處則以真摯道義代之。清王夫之則著有《周易

內傳〉、〈周易外傳〉各七卷及〈周易大象解〉一卷。船山為周易這樣的立說，是

認為基於漢易象數和程頤義理二者不可有所偏廢，因為周易不當僅為巫益之書，

亦不能止於思惟之著，然程頤比王獨更嚴格的將象數占←捨棄，評價之高，可以

見顧炎武評：『未見超出程傳以上者ν 胡滑評： r如日月在夭。』其實若就義理

易來看，其所以能富闡明義理、敦化人心、匡正思維、建立清晰不紊的系統來看，

則儒家濟國安民的功效即在於此。

至於程頤〈伊川）〈易〉學的淵源，略受王喝、胡竣及王安石等三家的義理

易影響。若就在伊川《易〉學的主要淵源，原則上，他對於王粥的言意之辨有革

新之處，在理一分殊方面也有受到華嚴四法界的理事圓融觀的影響，但最後主要

返宗於《周易〉的生生之理，然大抵程傳的註解語言還是平正，精密而少有過處，

且大體源經自傳 ，而得自於〈十翼）的實比釋、老更為居多，其思想之脈絡實通、

義理的體系畢竟仍屬孔孟之餘緒。其〈易傳序〉的「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

也。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J 係其特徵。其義理涵義上乃歸宗《周易 ﹒乾卦〉的剛

健無息、之生生動能上。甚至他在注（坤卦〉時亦謂「（坤）非健何以配乾，未有

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對他而言，坤具「柔健」之德。伊
川賦以健動不己的生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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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此篇試就伊川在易程傳中所要一個君子成德至聖的工夫做以下三點的

論述。

一、居敬處慎

首先先談居敬，須知伊川所談之 r敬』乃為一涵養經驗的的敬心，藉由此涵

養經驗的敬心來逐漸迫近那本心、那所謂「於穆不已』之體。關於此種存敬的心

須以涵養、整肅、凝聚來說，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振作、整肅、凝聚亦只是

這實然的心之經驗表現』 I ，但伊川之主張居敬的基點在此，於是所發展出觀念

系統便是 r及物以窮其理』’將所有事物皆視為有理，然後推至心知以窮其理，

認為久之便可有覺悟，而有真知。此種以智成德的路子便可昭然若揭、不難理解

然此種進程軌跡來推判便知，持敬的功夫在伊川看來便是相當重要的。例如：

涵養需用敬，進學則在致知2

此二句當是伊川最著名之功夫口訣。言簡意骸地直指其思想、模式的核心，然而也

可先就這個所謂的 r涵養』來看，涵是滋潤之意，養是蘊蓄之意，君子之所要滋

養蘊蓄的前提工夫恐怕就非 r主敬存誠』莫可了：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宜，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

在外也。 3

在伊川的觀念裡認為：直是言其之正，方是言其義也。而 r敬』呢？敬在伊川的

功夫論中屬於一種後天的整肅、凝聚的功夫， r敬』形於外的時候舉止容貌便是

整齊嚴肅，而因敬的內在修養的令閥邪克私，例如伊川曾云：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來存著。令人外面役役不善，於不善中

尋個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識自存。故孟子言性

善，皆由內出。 4

此即從一個個體的生命內部做功夫之意。所以就較嚴謹的角度看來便可發現

的是，這個持敬不只是作精神集中、凝聚、整肅、進而振作起來，超拔出來而己，

因為這個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內發，不能且也不是從外面挖掘收尋的，於是伊川

I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正中書局，中華民國 1999 年 8 月台初版頁 386 第 4行
2 ｛程氏遺書﹜卷 18 ｛二程集﹜中華書局 1981 年版
3 ｛易程傳﹜丈津出閥吐，台北、 79 年 10 月 2 刷。此句援引〈易程傅﹜卷一頁 32 第 9行〈坤文
言傳）

4 ＜程氏遺書〉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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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續云：

只為識便存，閣邪史著甚工夫？但惟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束，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記不之此，

又不知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需是將以直內，涵

養此意，直內是本。 5

此內在的主要方式在伊川看來就是 r主一ν 因而亦會云：

主一無遍，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6

實則這個作精神集中、嚴謹約束一由內而外的工夫在伊川的〈易程傳〉中己先透

露的重要共通點便是 r慎』了。

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

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 1 

凡人一般日常生活中，做為彼此互相溝通的便是使用言語，舉凡意見之歧異、

輕蔑藐視之言，或者出乎無心，或者因習而成，一旦發而為之，往往令人不悅，

爭訟之端或常由於此，因而言語之慎往往反映其人內心之諧和狀態與否，何者

耶？因乃常人能常居敬存誠、整肅專一，則輕浮之過、高傲怠慢何從所生？依此

謹慎、克己之功，資之深則愈見成效，若仍有失，豈九牛之一毛抑或秋毫之末微

不足咎邪？此是就在『身』說，然至若國家天下之政教出於身的亦可涵蓋入於此，

伊川此意意在欲人而曉修身、齊家、治園、平天下一脈相關之理，不但反映出成

己成物的原點，亦在在烘托出此即敬、即慎之核心工夫

r敬』是使一個體生命精神專一、嚴整的功夫，因伊川認為人平時精神不容

易集中，閑思雜慮層出不窮，引生許多煩惱、精神散漫。如果能主敬專一，便可

使人們從散漫中抽離出來，伊川於此以非常具體的思路去概括這個持敬的工夫架

構。這樣的脈絡最主要在說明這個存養的 r敬』若能夠闊邪、存誠、存敬，即是

『敬以直內』。能常常如此，就可以說是涵養，涵養優幽以資培育此敬心，且若

此點來說，那這個涵養蘊蓄的領域尤其宏闊：

君子所蘊蓄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 8

5 ﹛程氏遺書〉卷 的

6 （程氏遺書〉卷 15 頁 143
7 ﹛易程傅〉卷三頁 238 第 6 行下（頤象傳）
8 （易程傳﹜卷一頁 88 第 11 行下（小畜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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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觀象以大其雄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

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知，以畜成其德，乃大序之義也。

無論小自己身的文章才藝，抑或大自道德經綸之業，蘊蓄著道德經綸之業來成就

培養滋潤這個敬心，在藉由多聞學習、格物致知、效法先賢的言行循序漸進地成

就自我個體生命的德、行，使之習久如天成也。 r涵義久則此心常貞定，即由實然

的狀態轉至道德的狀態』 10 ，為常如此才能進德修業。等到敬義皆立的時候，這

個德業便能豐隆盛大了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 11

從這個敬義既立後。以敬為核心所涵養的德便越發壯大了，如此方是伊川心

目中成德之進路歷程。

二、致 r 中』

〈易〉大部分原則以變易為主，因為〈易〉若是不變不足已呈現其作用，一

變一動，無端無始，而天地賴之以恆久，叉以動與變為其基則也。動，則氣化不

息，變則富有日新，故恆久為天地之常性，而非一成不變之謂，所以亦叉相當重

視變通之中道，以用來呈現天地萬物之化變而有常，其變而之通者，莫大乎四時，

此天地之中道也。

天地的造化正因為有這變通的 r中』而能合乎道，而居乎天地其中的『人』

這個生命的個體，若能執兩而用中，才能有所權宣變遇，才能在一個體生命的自

我實現上到達到不偏不倚的正確位置上，也才能在待人處事上為所應為，而皆不

失中道。而要能達到此種境界，伊川認為首先則需要格物窮理，因伊川的格物可

推至窮理、窮理叉是為了致知。於是此三件工夫其實有環環相扣、相得益彰之功

效，面對千奇百怪、光怪陸離、層出不窮紛紛擾擾的天下萬事萬物，伊川頁。認為

無論外在情勢如何變化，若能莊嚴、專一、充實著己身、收束節制己身，藉由去

除偏邪、恢復整肅專一便會逐漸體貼、合乎中正之行，越是能在時時刻刻合乎正

當行為之理便趨近中正，而中正恰是人之道，且而若能合乎人之道便能合乎天之

道。

9 《易程傳〉卷三頁 229 第 11 行〈大畜象傳〉
10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二冊頁 386 第 10 行
11 ﹛易程傳〉卷一頁 32 第 11 行〈坤丈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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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

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名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畫大

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12

藉由這樣循序漸進、亦步亦趨、二六時中之戒慎恐懼的嚴整的收束工夫來貼近中

正、迫入中正之道。

另外一個觀念必須探究的，在筆者看來的便是伊川重視的「整肅穩定r r有

主則實」的工夫，其實跟 r乾』所代表象徵的意義相近至乎相遇，因乾為夫，主

剛強、剛健、穩健、質實，而若人性情剛健中合乎有敬心為基礎、義形於外，敬

義皆立就不會落入可欲之偏邪，也即能閱邪。可想見這個主敬存誠之立是何其難

能可貴，

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

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13

同理亦可知的便是藉由格物、窮理、致知所到達的智慧，最難能可貴的便在於其

朗現觀照之時並不會有所偏失，而合於中正。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

正在其中矣14

伊川於《易程傳〉中對於君子的應物成己的修養工夫方式，所詮釋解析的義理條

路及脈絡，基本上有相當大的程度承續且發揮了其人主要思想的精髓，許多他與

門徒之的對話語錄所未能延伸發揮之處，在此解經著傳中詮釋的更為明白、廣闊

且鞭辟入裡。

他認為一個剛健質實的君子除主敬存誠的工夫必須鍛鍊的相當的足夠外，能

需省恩的地方便在乎是否有太過之失。孔子曰： r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章〉。質字指人的內在狀態、真性惰，文則指後

起的禮樂文章、風俗制度等。孔子鑒於文勝之弊，故尚質直而惡虛偽，於《論語〉

中屢言之。因而可知形於外的作為狀態，未能以朗現之明智與權宜之應變，是會

因用功過度、矯枉過正讓剛強易折的弊病顯而易見的，進而漸背離正道，何以故？

針對此種過失伊川即會云：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中，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

察邪惡 ，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事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

12 ﹛易程傳〉卷二頁 122 第 9 行（同人象傳〉
13 （易程傳﹜卷三頁 239 第 10 行〈頤象傳）
14 （易程傳〉卷三頁 267 第 7 行〈離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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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則有嘉美之功也。 15

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

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

下之正理，矯時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般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 16

但所謂 r過猶不及』之處，即的令當過度的清查明照，進而過度評斷而絲毫沒有

寬容諒解之時，則有失一儒者仁民愛物之厚道之惰，而近乎一定程度上的殘暴，

所以耍一個儒者明白的便是： r所處之心便是仁心r 若有機會為執政者更不可放

失這個成德君子所應具備的仁者之道，至於形於外的『義』則更是不能失之太過，

如不明白這以 r修己安人』為核心思考模式，而叉若不收東到中道，那可想而見

的便是所造成的傷害性，那f禍患使得自遺其咎了。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玲也。令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哀哉！』 17

試想一個用世的儒者所具備的處事原則，若能以仁義為依歸，那所應對的世事將

能在合乎在中正的道路上而不致有太過的差池

夫明極則無傲不照，斷極則無所寬有，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宣矣。去天

下之惡若畫，究其漸對毛挂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

魁首，所直獲者，非其醜類，則無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祟魁，協從罔

治。 18

此實因一個法治理性訓練太過的儒者，在處理事務和訴訟斷案，因將所知悉、看

透的罪惡行為導向入嫉惡如仇的模式，則懲惡之行易於偏向嚴峻。而嚴峻太過對

於人民便近乎殘暴，且藉由讀聖賢書而獲致執政功名的儒者，若已到達此種地步

的話，那之前所學所習便無意義了，除無益於世，或有害於人之過，這就很明顯

的跟儒家以人為本的仁義大道相乖違了，資舉：

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的〈易程傳〉卷三頁 270 第 7 行〈離上九交）下。
16 （易程傳﹜卷三頁 245 第 3 行下〈大過卦）前
17 （孟子﹒告子上〉

18 ﹛易程傳〉卷三頁 270 第 10 行（離上九交〉「折首，獲匪其醜，無咎」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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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個讀聖賢書之儒者之所以能達中正之道，最主要的還是與民由之。也正因這個

君子所能居仁由義、富有民胞物與的濟世胸懷，所以不會過度偏執於法、而未考

量到人之常情，而之所以有這樣胸懷作為，所本源的便是立天下之正位的中正，

因而「義以方外J 的便會合乎人道，能合乎人道便能通天下之大道了。

那要如何使這中道為人所用，重點還是得呼應到伊川屢屢所言的 r義』了，

所謂義者，公正合宜之行，義表合宜、權宜且因：

中無定禮，唯達權，然後能執之。 20

此中道為人所用的原則是權以義斷、若不依賴義來判斷則難行，所以伊川去：

大抵聖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令，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以義。 21

道不能普遍實行於天下之時，賢明的在位者便要考察古今之相似之處，在參考斟

酌眾多先玉所應時而制訂的禮法，最後才能實施適當的權宜之計，這「以中制事」

的主要考量便在於此。

世之學者，未嘗知權之義，於理所不可，則曰姑從權，是以權為變詐之術

而己也。夫臨事之際，稱輕重而處之以義，是之謂榷。 22

這個知權之義者，實際上則是表裁決、決斷，用來權衡、取決處理事物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貝1J ~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

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 23

五常皆是道，義在其中，故義即道也，伊川叉以道為人心之權度，所謂心通乎道，

然後能辨是非也。因為道即是人心之權衡的這個觀念，伊川的溯源是來自孟苟

的，舉凡孟子曾去：『權然後之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u 、譜、卿曰： r道

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25且苟子在另一篇叉

19 （孟子﹒勝丈公篇下〉
20 ｛全書卷四十﹜ 頁 17 第 1 行
21 ｛全書卷十九﹒ 語四〉頁的下 2行

22 ﹛全書卷四十粹霄論道篇〉頁 10 第 5 行

23 （全書卷二十八﹒語十一﹜頁四第 4行

”（孟子﹒梁惠王上〉
25 （苟子﹒正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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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26由此可知，人心的權衡即是道

由上述可之，他認為權宜之中的 r中』對於一個成德君子的重要性了，然伊

川在論中、正之義時其實仍是有所區別的。他認為中常是重於正的，因為既可達

r 中』

則必理所當然會合乎 r正」了。

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遠於正，正，不必中也。 21

雖然如此，但是伊川仍然沒有忽略這個 r正』的重要程度，

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

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家道能夠 r正』’那天下即能穩定，則此 rlE』的重要性非同小可了。然而中正

大抵上仍要以德舉，也就是筆者下段所要論的君子在世間上待人處世的常德。

三、常德之行

最後論及到君子於所處的世界終將如何與眾應接，伊川認為一個君子在有充

實之學後，必當以謙遜的態度面對所接觸、來往的人事物，切不可自認為自己知

書達禮有較高的程度，而目空一切，事事必定競相爭前，於待人處世上則咄咄逼

人、不知退讓，在伊川看來如此等同枉讀聖賢書、白費修養工夫，然此自居謙下

之理乃在於有實質的涵養作為基礎的，且在伊川看來君子與小人的分際在於小人

之器狹隘，君子之器寬宏，因小人有所慾望之求必定無所不用其極、刻意競爭，

對於德行往往有損而不自知，就算偶有謙遜之時也僅是「一時興起、暫而為之』’

終究未能存誠力行。

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為之謙。人以謙異自處，何往而不亨乎？

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異，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

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

不能有終也。 m

話〈苟子﹒解蔽篇〉

27 （易程傅〉卷六頁 464 第 2 行下（實六五交〉
28 （易程傅〉卷四頁 324 第 8 行〈家人象傳〉下
29 （易程傅〉卷二頁 137 第 2 行〈謙卦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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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君子能勤而行之，固有恆其所守的謙德，因而更加能彰顯其德，然或可因此，

而君子所處之道會為眾人所傾仰而跟隨，但無論群眾隨君子抑或君子隨順眾人都

需有一個原則在，那便是

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

則可以致大亨也。 30

無論從何而學，只要隨得其道便可安然。然君子文有何不隨之處呢？必言乎：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31

君子雖非居於大是大非之時要如何自處呢？這叉可回溯自伊川的工夫論了，那便

是賽中持正了，於是伊川叉云

君子觀映真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事，在人理之常，

其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鼻則同矣，於世俗之失

則異也。不能大同者，萬L常拂裡之人，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

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32

所以當有所取擇時，君子並不能媚俗、或因眾怒難犯便隨波逐流，一起淌入渾水，

而失其所守，若當此之時則應有之操持則便是

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

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無咎﹔失其正，則有所咎矣，豈能
亨乎？ 33 

因此可見所隨並不能隨便，不能輕失其所守的中正之道，因為若是不能恆久、持

續，叉如何能稱為常德呢？因而這個常德伊川亦常提及：

坎為水，水流仍海而至兩坎相習，水流能濤之象也。水自涓滴字於尋丈，

至於江海，海席而步驟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

取其有常 ，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偽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

其游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

30 （易程傳﹜卷二頁 154 第 10 行（隨卦辭〉前
31 ﹛論語﹒子路篇第十三〉

32 （易程傳﹜卷四頁 333 第 9 行〈瞋象傳）
33 ﹛易程傳〉卷二頁 155 第 1 行（隨卦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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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轉告未喻，遮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

當如水之游習。 34

伊川在此就很明白的再提到，若是人的德行反復無常，沒有相當程度秉守，

那就落入小人做做表面、虛與委蛇的劣行行徑了，所以即使君子在遭遇諸如此類

情境難以做決擇之時，所不能忘卻的便是要反求諸己、克己復禮，反省權宜、以

合於中

君子觀寒難之象，而以及身修德，君子之過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脅。
35 

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

懼，避世無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 36

可見一個成德之君子除了反求諸己外，還能更加精益求精、增益其所不能，

然從伊川能「獨立而不懼』’此言亦透露其所受儒家古往今來的先哲卓然而不流

精神的影響，已可知此君子所為所守的常德是合乎於大道之中的了。

結論

從君子居敬處慎的工夫，整肅、收東至體貼的中正本體，最後藉由君子在人

世間的處世智慧，來體現成德之學，伊川的學問思想、確實有與其人之同質性的嚴

謹之處，且能自成相當協調而組構嚴密的思考系統，這實在也可以說是『艾如其

人』了。

34 ﹛易程傅〉卷三頁 267 第 1 行（坎象傳〉
JS （易程傳〉卷四頁 344 第 9 行〈賽象傳〉
36 （易程傳〉卷三頁 247 第 9 行（大過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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