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範圍 
 

一、研究動機 
 
本人之所以會選擇以《周易》及相關易學專題 ( 杭辛齋易學 ) 作為

碩士論文撰寫的主題，主要可歸述為以下兩個原因： 

 
( 一 )  古今四部要籍之中，《周易》經傳的流傳幾乎最為久遠，因而其涵

蓋面和影響所及皆非常的深廣，且在近三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形成

了蔚然大觀的「易學」，於中華文化與學術思想的方方面面，關係最

鉅。昔人稱《周易》為「六經之首」、「五學之原」1、「三玄之冠」，信

非泛泛之稱譽而已！《四庫總目提要‧易類小序》2云：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

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

人事者也。左傳所載諸占，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

未遠也。一變而為焦、京，入於譏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

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

瑗、程子，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啟其論

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

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

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 

                                           
馬一浮先生《復性書院講錄》云： 

                                                 
1 見《漢書‧藝文志》。 
2 臺灣‧商務印書館。 



 
易以道陰陽，凡萬象森羅，觀其消息盈虛變化流行之跡，皆易之事

也 ⋯⋯3     

又 

易為六藝之原，其為書廣大悉備，得其一義，並足名家，故說易之

書較群經為最多4 

 
由以上所引《總目》及馬先生之言，即可見出《周易》一書在古典群

籍當中的特殊性，以及其歷來所受到的重視之程度，都是與眾不同的，真

可謂為一部「特殊的哲學著作」也5！ 

又誠如當今易學界泰斗朱伯崑先生之言： 

   
      《周易》是我國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流傳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在

春秋戰國時代，已被人們視為重要的典籍。在長期的中國社會中，

一直被尊奉為神聖的經典，其影響之深遠，在世界歷使上是少見

的 ⋯⋯ 人們對它的研究，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即易學 ⋯⋯ 經

歷了不同的階段，形成了許多流派，其內容不斷地豐富和發展，⋯⋯

對我國古代的哲學、宗教、科學、文學藝術及政治和倫理生活，都

起了深刻的影響，是我國學術史上的豐碑。6 

 

誠哉斯言！又朱先生首先倡議將《周易》的研究分作「經」、「傳」、「學」

三個部份7，此又為易學研究界所習知，則更可看出「易學」已然走向全面

性、系統性，國際性 ( 如已產生了《國際易學研究》這樣一種刊物，撰稿

為文者不拘中西海內外 ) 是一個充份成熟而又相對獨立的龐大學科體

系，走向了學科綜合與靈動、多元的研究道路 ( 稍微流覽某些重要的相關

刊物之目錄，如山東大學的《周易研究》及論文集《大易集述》、《大易集

                                                 
3馬一浮《復性書院講錄》p13‧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8月。 
4 同注 3，p35。 
5 黃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p17‧頂淵‧民 89年。 
6 《易學哲學史》第一卷‧前言 p1‧藍燈。 
7 見朱伯崑《易學漫步》‧緒論 p4‧學生書局。 



成》等即可見之 ) ，正與「紅學」、「龍學」(《文心雕龍》)、「甲骨學」

等等並駕齊驅，且為其中之矯矯者，而影響所及和牽涉面之廣泛與深入自

不待言；如果不懂《周易》，在認知、學術乃至生活的各個思考層面，不

可不看作是一個頗大的缺憾！有鑒於此，我個人也在學習的過程中，對《周

易》經傳及相關涉的易學領域有所用心，並在半懂不懂的情況下，逐漸對

它產生了興趣；碩一的課程中，有幸而選修了吾師呂凱教授的「《周易》

研究」及董師金裕的「經學史專題研究」這兩門課，於是更因緣際會地對

《周易》經傳、易學之內容及其源流等有了初步的認識與瞭解；呂師凱的

課程，叮囑我們從漢易入手，以《周易集解》中的漢代易學大家解易的種

種條例之說解(如孟、京之「卦氣」，「六日七分」、鄭玄「爻辰」，荀爽之「升

降」以及虞翻的「納甲」、「旁通」、「互體」⋯⋯等 )為上課的主要內容，

並輔以王注孔疏、程傳朱義，乃至於民國年間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學》

等，讓修課的同學得以兼顧「象數」與「義理」，融會漢宋，而得其從入

之途，打下堅實的基礎；呂師並期望同學們於修完此課程之後，能一無掛

礙地讀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個人之所以能在後來，對往昔視為畏途、

視為絕學的兩漢易學，有了一點皮毛的了解，這全賴吾師呂凱教授的「師

傅帶入門」；易學大家黃壽祺先生謂，學《易》必得求師問取所從入之門

庭，初學者始能主幹分明，本源清楚而不致徒費摸索，誤入歧途，信哉其

言之不誣也！8碩一修習董老師的經學史專題課程，我則選做了〈章太炎先

生的易學研究〉一篇論文，始知清末民初之易家易學，更有其精彩絕倫之

處，等著我們去發掘和研索9；而這篇關於章太炎先生的易學小論文，又是

導致我一年多之後，懷揣著《杭辛齋易學研究》這個題目，正式向呂凱教

授，求教問學的一道橋樑。 

 
( 二 )  本人在學易與雜覽的過程中，無意間讀到張善文先生《象數與義

理》一書中「現當代易學」一節，始知清末民國年間，有海寧杭辛齋

先生其人，以深湛的易學造詣及流風綿遠的影響，被尊為民國以來易

                                                 
8 見黃壽祺〈論易學之門庭〉，收於《經學要略》p25-p31‧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 10月 
9 撰文者個人以為，清末民初、改朝易世之際的一些易學專家如沈竹礽、尚秉和、黃元炳、徐昂
等，是很值得未來有關《易學史》類的著作，加以深入剖析及予以足夠的重視，以融入中國易學

研究史的大脈絡之中。 



學界之大師級人物，與尚秉和先生齊名，有《學易筆談》等七種易著

問世，通稱為《杭氏易學七種》，「主於貫通舊學新知，蔚為一家之言」

10，於是不覺地對這部彷彿獨特非常的易學著作，產生了欲一探其究

竟的想頭。不久，楊慶中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易史》一書問世，於

首章第三節部份，即論及杭辛齋先生及其易學研究概況，其中有云：

「杭氏易學，突出一個博字，古往今來諸種易說，以及西方的各種學

說，無不被他融於自己的易學體系中⋯⋯11」，由於這段如此引人入勝

的，對杭氏易學的描摹總括，使我漸漸鞏固了一個想法，既然往後已

打算相對全面地瞭解易學、掌握其主要的內容及脈絡，何不就乾脆拿

出點魄力來，通過研習與探討，搞清楚眼前這部「兼包漢宋、融貫古

今、會通中西、影響一時」，又「縱橫十萬里，上下六千年」12的《杭

氏易學七種》，以求通過這一層努力，「迫使」自己為了基本搞懂它的

內容，而不得不去認識易學領域中的方方面面呢？這樣的念頭縈迴打

轉在腦海中有好一段日子，又通過後來陸續不斷地從所收羅的資料

中，慢慢地累積了一些理解及啟發性的念頭，於是乎先前那一個想法

終於確定下來了，總結成一句話，可以這麼說─「通過研究「杭氏易

學」來進入易學的領域，又通過對易學領域各方面不斷的研求與探

索，反過來促進對「杭氏易學」的理解」；這個企圖「迴環反饋」的

信念篤定了之後，也就確定了我眼前這本碩士學位論文撰作的方向及

其題目，即《杭辛齋易學研究》。 

 

二、研究範圍   
 

本論文研究的範圍，主要以杭辛齋先生其人，及其《杭氏易學七種》

為中心之主軸展開論述，內容包括以下四個組成方面，乃研究者本人通過

對杭氏其人以及《杭氏易學七種》之分析與整理之後，所作的一個相對平

衡的章次規劃，以期重點凸顯出其《易》學之主要脈絡及概貌，分別說明

                                                 
10 張善文《象數與義理》‧p76-77‧洪葉‧民 86年。 
11 楊慶中《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p22‧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月。 
12 易翁〈杭辛齋易學傳〉‧收於《中華易學》雜誌 2nd卷 4th期,1981年 6月‧p56。 



如下： 

  

(一) 時代概況，氛圍與傳主生平： 

 
時代概況與氛圍這一方面，所引據之資料，乃學術界大體公認的

權威學者的近、現代史名著為主，更雜取當代著名人物的相關著作 (如

嚴復《天演論》中所呈顯出來的中西特質比較等若干觀點、鄭觀應《盛

世危言》卷首以《周易》論「道器」的部份⋯⋯ 等) 、及現代人對相

關專題、問題研究之著作(如《嚴復思想新論》、《神秘主義與中國近代

社會》⋯⋯等)，以期大致準確地凸顯出「杭氏易學」的時代氛圍為主

要目的；至於傳主生平事略簡編，則以寥若晨星、彌足珍貴的為數極

其有限，且轉相摘抄，內容大體重復的杭氏傳記資料為主(如《杭氏易

學七種》篇前卷後的他序或自序之文、辛齋之學生張一鳴的追述文⋯⋯

等 )，間雜取報刊 (《申報》、《大公報》合訂本之「訃告文」之類 )、

民國筆記(如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凌宵一士隨筆》之類)、

後人補述資料等，再輔以研究過程中陸續增補的零散各處的傳記小資

料(專題辭典之類)，加以統合為用，刊漏補闕；經一年來如此「上窮

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的結果，也只差強人意，僅得勾勒出

傳主生平及其有限之大致概況而已。這實在是因為，傳主的資料實在

太過於鳳毛麟角了。其上下年限，則大抵與杭辛齋先生的生卒之年相

平行或略有增減；總地來說，本節旨在能夠大致清楚地對傳主的生平、

主要事蹟及其與「杭氏易學」有緊密關係的各項要點加以呈現與凸顯

為主，畢竟沒有「毛舉細固」的文獻條件。總之，這部分以大體反映

當時的時代基調，以及辛齋生平際遇、治《易》時代的潮流、氛圍為

重心。(案：以上「時代概況，氛圍及傳主生平」的部份，為章節份量

均衡劃分之緣故，將併入以下「杭氏易學的主要內容撮要」部份。) 

 

(二) 杭氏易學的主要內容撮要： 

 



這個部份把杭氏易學的主要內容分作 2章 6節，即六個部份(包括

以上「時代概況，氛圍及傳主生平」)，加以分類論述，分別是：── 

 

第二章 

1、杭氏易學的相關年代及其氛圍 

2、杭氏易學的樞要及宗旨 

3、〈圖書之學〉 
 

第三章 

4、易象之論 

5、易數之論 

6、經傳新證 

 

以上材料之劃分，乃是研究者本人經過多方考慮與斟酌之後，將

《杭氏易學七種》原有的排列次第給打亂，並依照其內容所涉及到的

各項易學主要子目，作出這樣一種六大塊式的安排，旨在有條理的把

原書七種之中，零落分散於各處的，其實乃可以並作一處加以處理的

內容給串聯起來，依類分目，使個別的內容因素，都可以在以上六種

劃分的類項之中，大致找到各自相對合適的位置；這樣，不但有助於

其內容之凸顯、對於研究者跟批評指正者而言，也會有很大的方便與

相互討論的支點。由於原《杭氏易學七種》的編排方式相當駁雜，各

部份內容零散地、多元地雜揉在一起，幾乎不可能予以一一地毯式地

全面論述，而且也沒有那個必要；於是經過多重反覆的考慮之後，本

人始決定在處理這「內容」的部分時，以撮其要點、由小見大的方式，

通過擇取本人認為重要的，有典型性的代表例子以為說，即以論舉「典



型例證」的方式，來對杭氏易學的內容作一種鳥瞰式的、提綱挈領式

的把握與呈現，而不是對所有一切出現書中的內容細節作地毯式的列

舉與搜羅。所以這兩章關於內容的部分，特名之曰「撮要」，以反映本

論文的撰作旨趣與處理方法，特此申明。 

 

 

(四) 杭氏易學之「旁通」13 

  
      「杭氏易學」最具特殊色彩且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其慣常將種種天

地間萬事萬物，以易學中的象數來加以統合歸攝，幾乎認定所有的一

切，皆不出於「煌煌大易道」的象數範圍之外。因此，研究者本人經過

一番推敲之後，決定用「廣象」這麼一個詞語來概括他易學中的這種傾

象和做法；同時，更具體而微的把今天一般學科劃分所定的兩大領域的

學問或知識，即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等)與社會科學(社會、政治、

教育等)，一一地將其中的內容，拿來跟《周易》相為牽合附會，認為這

些新的、舊的、東方的、西方的學問或學說，都是可以從《周易》中推

衍出來的，其言曰：「凡近世所矜為創獲者，而易皆備其象，明其理於

數千年以前14」；平日又持論謂：「易如大明鏡，無論以何物應之，莫不

適如其本來之象15」，統由這兩句話，即可見出杭氏有很典型的「西學中

源」論者的特色( 詳見本章節 )。有鑒於此，特別在這第四章的部份，

分作三節作為討論， 

它們分別是： 

 

  1、「廣象」論 

                                                 
13 此處所謂「旁通」，非謂易學史上如虞翻、焦循等所創的易學條例之名也，而是指「從橫的角
度，會通於當時新時代的新興學科(指西學)」之謂；之所以用「旁通」而不逕用「會通」，是因
為「會通」一詞用得太廣泛，橫的、縱的(如將《易》與歷史上固有傳統中的種種相通之類)皆可
謂之「會通」，容易混淆；有鑑於本章主要是探討「杭氏易學」中強調《易》與「西學」之間的

種種會通，所以獨標以「旁通」之名，並予以上述之界定，特案於此以明之。 
14 見《學易筆談》初集序言，狄樓海著‧p2。 
15 同注 13。 



2、西方自然科學 

3、社會科學 
 

(五) 結論：辛齋其人與辛齋其學 
   

     緊承以上四大章的分析綜合之結果，本章將從杭辛齋其人與其學的

兩個角度加以分析總結，作為本論文最後的結論部份。另於此章中附上

〈未來研究之展望〉一節。 

   

附：未來研究之展望 

 

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討 
 

- 核心文獻 -  
 
這一方面乃是本論文賴以撰作的，最為重要的核心部分之所在，其組

成部份以《杭氏易學七種》及其隨原著所附載的各篇重要的序、跋諸文為

主；其中《杭氏易學七種》，計有：─ 

        

  (1)《學易筆談初集》──  凡 4卷 

         (2)《學易筆談二集》──  凡 4卷 

         (3)《讀易雜識》──      凡 1卷 

         (4)《易楔》──          凡 6卷       

         (5)《易數偶得》──      凡 2卷 



         (6)《愚一錄易說訂》──  凡 2卷 

         (7)《沈氏改正揲蓍法》──凡 1卷  

 
以上關於《杭氏易學七種》的著作版本，據我個人在研究過程中，陸

續所知見、所親見，而確證為實有其書者，當凡有以下數種刊行於世；然

它們各各品質良莠不同，其中篇次錯落、參伍離合的情況亦頗有之；有鑒

於此，本篇分別就版本之良否、購置之難易及所知典藏地等主要方面加以

分析說明，以便來者。16 

──茲例舉已知的九種版本如下： 

 
一、 嚴靈峰《無求備齋易經集成》第137、138、147、154冊所收錄之

版本，皆據民國年間「研幾學社」排印本印行；其中除《學易筆談初

集》為民國八年的排印本外，餘六種皆為民國 11年的排印本；然而，

其於《學易筆談初集》第二頁、《易楔》第八、九頁有缺，缺頁上皆注

曰：「原稿缺」字樣，並於《學易筆談》初集、二集背後附有「勘誤表」。 

二、 馬小梅主編的「國學集要初編十種」，將《杭氏易學七種》併作《學

易筆談》(上)、(下)二冊刊行，由臺北市文海出版社於民國 56 年刊行

於世；其所據之版本亦皆為「研幾學社」的版本，無缺頁，錯誤已訂

正遂不附「勘誤表」。 

三、 夏學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於民國 69 年 12 月，亦將《杭氏易學七

種》併作《辛齋易學》(上)、(下)二冊刊行，缺頁部份及所附之「勘誤

表」與上述「無求備齋易經集成」本同。 

四、 廣文書局的「易學叢書」亦將《杭氏易學七種》併作《學易筆談》

(上)、(下)二冊刊行，其中初版於民國 68年 5月，至民國 81年 8月，

已有第三版的刊行本問世，毫無缺頁，而其中錯誤經本人檢察後發現，

已一一照「勘誤表」訂正後印行，所以此版本亦不附「勘誤表」，為本

人所今見之最完善，也最便於購置、研讀之版本。 

                                                 
16 進一步的探討，詳見第一章，第一節的〈杭氏易學七種〉分析。 



五、 天津市古籍出版社，於1988 年 12 月，將《杭氏易學七種》併作

《學易筆談》(附三種)，將七種共合為一足本，亦據研幾學社本原樣

影印，版面亦潔淨清晰，毫無闕漏；封面由王學仲題字，署「(清)杭

辛齋著」；其版本價值當與上述廣文書局本同，然今日欲購置此書，似

已不容易。 

六、 政大中正圖書館3樓藏有兩函藍色封套，線裝，每函各一本的《愚

一錄易說訂》(含《沈氏改正揲筮法》)及《易數偶得》(含《讀易雜識》)，

為鉛印聚珍原版，字跡與配圖俱極為清晰爽朗，且封面書名皆為于右

任先生所題並附章於上；個人推測此二書，即為 80幾年前研幾學社所

印之原版。然而《筆談》二集俱不知何處去也，只好偶取以上謹存之

四種，作為參考而已。 

七、 孫國中先生主編，學苑出版社於1990年五月出版的《河圖洛書解

析》，亦將《易楔》中的〈圖書〉、〈卦位〉及〈卦數〉三部份，並《易

數偶得》及《沈氏改正揲筮法》，一起改為電腦簡體字版，大體亦甚清

晰簡潔，惟偶有錯字，如《沈氏改正揲筮法》頁 645倒數第 6、7行的

「九位四十五數」，誤作「九位四二五數」等等。 

八、 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於1997年 3月亦出版簡體字

並新式標點本的《學易筆談‧讀易雜識》一書，張文江先生校點；本

書僅收錄《學易筆談》初、二兩集併《讀易雜識》共三種，於全集沒

有收全，可供流覽而不便於作為研究用書。 

九、臺南青氣巨書局亦有將之併作《易學─妙理、要訣─筆談》者，是我個

人所見的唯一的一本用電腦繁體字排字印刷的版本，然而不知何故沒

收錄《愚一錄易說訂》，且原刊本所有的諸種序跋文亦多有闕漏，不

便於作為研究用書。   

 

- 征引 暨 參考書目 - 
    

凡本論文撰作過程中所征引的文獻或重要的參考文獻，都將於引文注

釋及卷終所附的〈征引 暨 參考書目〉一欄中列舉清楚，茲文繁不贅。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況提要 
 

(一)   尚秉和先生的七篇「杭氏易學」提要17  

 
尚秉和先生的這七篇題要，可說是非常重要而又極具參考價值的文

字，其中對「杭氏易學」之得與失，皆非常精當而有據，用寥寥幾筆，便

將「杭氏易學」的大要給點明清楚，使人一閱而知。這對後人理解「杭氏

易學」，非常管用。其中的一些記述，也有珍貴的始料價值，例如： 

 

(辛齋) 自言於獄中得異人傳授京氏易18 

 
以上這一條，使人得知辛齋的老師──那位具有神秘、傳奇色彩的「獄

中異人」，傳授給辛齋的原來是「京房易學」！這條資料對於理解辛齋易

學的某種傾向( 如其相信徵驗之事、處處為術數辯護、合徵驗術數以言易、

時時申述京房易例及論及火珠林之類的書⋯⋯等等)，具有關鍵性的提示作

用。又其評論「杭氏易學」的長短得失之處，皆持論精平而確實有據；譬

如，文中指出「杭氏易學」之創獲及長處云： 

 

1「能詳人所不能詳者，唯在易數⋯⋯ 皆能自發新意，貫通透徹19」 

2「合易理與術數，揉而為一，發前人所未發」20 

3「蓋辛齋為同文館學生，夙攻算數⋯⋯辛齋聰明，通之於易⋯⋯本其所

得以與易數相引證⋯⋯ 皆回環往復，妙義環生。21」 

4「其說之最精者，如謂天地數陽順陰逆⋯⋯創為兩圖以明其義⋯⋯皆次

序天然，其難遂通。22」 
                                                 
17 文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易類》(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7月。 
18 同注 14，p177。 
19以下注 17-21文獻出處皆同注 14， p177。 
20 p177。 
21 p178。 
22 p178。 



 
其言辛齋易學之闕失及短處則云： 

 
1「長於博覽，短於切詁；華美有餘，而樸實不足⋯⋯ 杭氏於考訂訓詁之

學，本非所長⋯⋯無章解句釋之功⋯⋯統論大義，則通達有餘；一及字

句，則錯誤立見⋯⋯於考訂之學，太為疏淺」23 

2「⋯⋯ 甚矣其好怪也 ⋯⋯ 未免好奇」24 

 

以上所舉的部分例子，皆一一切中了杭氏易學的長短要害，精彩的還

有更多！我推想，也許因為尚秉和先生既是易學名家，又與辛齋幾乎同庚

(尚氏生於 1870 年25，比起辛齋來(1869)只晚一年而已)，是同時代的人；

如此，他對於辛齋其人與辛齋其學的評論，乃是基於很深切的瞭解，故其

所言皆令人信服。 

 

(二)李證剛〈杭辛齋易學得失及其重要發明之數事〉26 

 
李先生這篇文章，對杭辛齋及其易學基本上是非常推崇的，且分別舉

例論述了它認為是「杭氏易學」的最大創獲之處凡十數則，尤其推崇辛齋

在易數方面的創獲凡五大項，並逐條加以疏解甚至有所發揮(然李先生論及

「天地人六爻往復圖」處，歸功於辛齋自己的創見，則誤矣！此圖乃轉引

自端木國湖《周易指》一書27，杭氏只是對它加以解說引介，表示非常認

同而已。)；此外，亦列舉了「杭氏易學」之失誤凡四五處，基本上是針對

辛齋對虞翻易學的誤解為主(李先生乃力主奉虞翻易學為圭旨者28)；對「杭

氏易學」的缺失，除了上述四五處之外，主要批評他「有傷雜駁」，但論

其大體則「瑕不掩瑜」，除了津逮後學、承先啟後之功不可沒之外，亦大

                                                 
23 p177,137。 
24 p178,179。 
25 見《周易尚氏學》p363，老古文化‧1998年 11月。 
26李證剛撰‧收入《易學討論集》商務印書館，1941年版(凡 16頁)。 
27 此圖乃辛齋引自端木國瑚《周易指》中的《周易圖》五卷之中，p 1 -- 594。 
28 由本文中李先生對虞翻易學的推崇及收於他處的論易文章(如〈虞氏易旁通義舉例〉，見黃壽祺
等《周易研究論文集‧第二集》p154，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可見其梗概。 



有功於易學的新發展。 

 

(三) 抑盦〈『杭辛齋』及其『新進化論』之讀解〉29 

(四) 易翁〈杭辛齋易學傳〉30 

 
以上這兩篇都對「杭氏易學」推崇備至。抑盦的文章著重發揮《學易

筆談‧二集》卷二中〈進化新論〉一文，將之分作七段加以論述發揮，推

崇仰望之情，溢於言表，大體以復歸中華大易文化為本；易翁這一篇，也

是滿紙贊辭，凡辛齋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並嚴厲批評大陸「古史辨派」

乃至朱自清等新文化運動諸人，通通混為一談，咸稱之為「斬史派」，通

過推尊辛齋之易學，反對所有「古史辨派」對於《周易》研究的成果(如經

傳宜分治、《易傳》非孔子所作等)，談不上是持論平允的學術文章。 

 

(五) 高明〈五十年來之易學〉31 

(六) 徐芹庭〈六十年來易學〉32、〈民國以來易學之源流〉33、 

〈民國以來象數與義理派之易學〉34 

 
    高明先生把清末民初以來的易學家分作四派，其中杭辛齋被列為「論

述派」之首位，認為杭氏易學主博通，「為後來易學闢無數門徑矣」；但在

佩服杭氏「欲集古往今來易說之大成」之餘，亦認為它難免於「炫耀比附」

之嫌，「難與言純粹以精焉」；徐芹庭先生承其師之說，但更為細致地針對

《杭氏易學七種》加以詮介，類似書目解題；日後又於〈民國以來象數與

義理派之易學〉一文中，把杭辛齋列為「象數圖書學之大師」，亦甚為推

                                                 
29抑盦撰‧《中華國學》1977年 10月份號 (凡 13頁)。 
30易翁撰‧《中華易學》第 2卷第 4期，1981年 6月(凡 3頁)。 
31 文見《高明經學論叢》p29-p40。 
32 收入《六十年來之國學》(一) ──經部。 
33 見徐氏《易學源流》(下)‧國立編譯館‧民 76年 8月。 
34 收入《孔孟學報》40th期‧論杭辛齋部份見 p262--p265。 



崇，並總結道：「蓋杭氏之易學，兼融漢宋象數圖書，並因而上考往古之

易說，近取現今文明以相印證者也。35」這兩位學者對於《杭氏易學七種》

的推介及題解，亦甚有參考之價值，對當時台灣易學界對「杭氏易學」看

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七) 廖名春等三人合著的《周易研究史》36 

(八) 楊慶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易學史》37 

 
以上兩部較晚出的易學史著作，都是素質很高，且立論態度嚴謹有據

的傑構。分別在書中的特定章節裡，都對「杭氏易學」作了分析及評價，

很有啟發性暨參考價值。廖先生等人主要著重從對後世「科學易派」的影

響來看待《杭氏易學》，認為它正是「傳統象數學向科學易過渡的橋樑」，

歸之為「新象數派」，與尚秉和、黃元炳二先生所歸屬的「傳統象數派」

相區別開來，個人認為這種論述跟劃分是很有啟發性的；楊先生則將杭辛

齋及其易學，與章太炎、劉師培及尚秉和一起歸為第一章的「經學家的易

學研究」之下，並從「論歷代易學」、「論易象」、「論易數」及「論易與古

今中外之科學」四個方面加以分析論述，並作出公允持平的評價，很有參

考之價值；然而，楊書將杭辛齋及其易學歸屬於「經學家的易學研究」之

下，是否妥當，似仍有商榷探討的空間。因為我個人認為，杭辛齋雖然推

尊孔子，但是否推崇孔子的，就可以被稱為「經學家」？正跟章太炎先生

相似，以反清及參加辛亥革命而為之身陷囹圄一般，辛齋也曾因為辦報刊

力陳時弊、力主變法以及反對袁世凱稱帝而兩度身陷囹圄，九死一生之

外，又在民國伊始，即被推選擔任國民黨國會的浙省眾議員。因此，以他

們特殊的身份、遭遇及基本立場來衡量的話，是否可通稱他們為「經學家」

呢？所以個人以為，這問題也許尚有商榷的空間。 

 

                                                 
35 同注 31，p265。 
36 廖名春、康學偉、梁偉弦合著，湖南出版社‧1991年。論杭辛齋部份見 p430—435。 
37 人民出版社‧2000年 2月。論杭辛齋部份見第一章第 2節。 



(九)李樹菁〈杭辛齋《周易》象數思想評介〉38 

     ── 兼述杭氏象數理論和自然科學的關係 

  
李先生這篇文章分「論易象」、「論易數」、「論《周易》象數與自然科

學的關係」以及「論今後世界之易學」四個方面，對「杭氏易學」的相關

內容進行了頗有系統性的論述，認為：「杭辛齋在《周易》象數研究及其

象數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應用有不少精辟的創見，這對現代自然科學的研究

有較大的啟示和指導作用。39」。李先生是大陸學人中長期從事「科學易」

探討的學者，所以對辛齋易學中與自然科學有關的部份，自然較為注意40，

指出「杭辛齋在《周易》象數研究及其象數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應用有不少

精辟的創見」；此外，本文對辛齋象數觀念的分析，如象數先後、象數離

合問題的分析，也很有參考的價值。 

 

(十) 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41 

(十一) 李申《易圖考》42 

 
李申先生在《易圖考》的〈「陰陽魚圖」的源流、意義及其評價〉這

一節，針對杭辛齋關於老子「必挾圖書出關」43等輕信神話，據以為真而

無所憑藉的一類「論斷」感到很不以為然，認為「杭辛齋的新說，不值得

與之申辯44」，反映了他一貫樸實嚴謹的治學作風，對杭辛齋的許多「新說」

感到滑稽，認為今人決不會再信他；鄭先生則在《易圖象與易詮釋》第 1

章第 5節的〈近代學者詮釋周易的三種類型〉部份，將杭辛齋劃歸為「以

                                                 
38李樹菁撰‧《周易研究》1990年第 2期(凡 9頁)。 
39 p42。 
40 本人在各期《周易研究》雜誌中，常看到李先生探討「易與科學」這一方面的文章。 
41 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民 91年 2月。 
42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2月。 
43 語見杭辛齋《讀易雜識》‧p4。 
44 p93。 



傳統易學成果為基礎的詮釋45」底下，並分析「杭氏易學」在較早期的台

灣學界，廣為人所推崇(舉徐芹庭先生對「杭氏易學」之推崇為例)的某些

背景因素46，也很有其獨到的眼光，值得深思。 

 

(十二) 蘇淵雷《易通》47 

(十三) 錢基伯《周易解題及其讀法》48 

 

蘇淵雷先生在其作於 30 年代的《易通》一書的撰寫過程中，很有些

取資於《杭氏易學七種》中(如《易楔》)的材料，並於該書中多次稱引杭

辛齋之說，其言曰：「至近人海寧杭辛齋出，精採諸家集注，始集易學象

數派之大成 ⋯ 然往往囿於象數，牽強附會，殆莫之免，斯亦通人之弊也
49」；又於文中申明，在〈讀易界說〉的易學內容的分類方面，著重參考了

杭辛齋的著作50；錢基博先生《周易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主要的用意是

作為一本引導初學的入門書，其中第 5章〈漢以後周易之學者及其解說〉

之中，提到杭辛齋，謂：「至海寧杭辛齋出，精研易義，博極諸家傳注 ⋯

而異軍突起，足為易學闢一新途者焉！51」通過以上這兩位先生之評價，

我們也可以略窺得中國早期學者對「杭氏易學」的大致看法。 

 
以上，通過對各位先前的研究者對於「杭氏易學」的相關歸納、論述

或評介，對本論文的撰寫起了很有助益的啟發及參考價值；在本論文撰寫

的過程中也時有引稱。如此，則前人對「杭氏易學」的研究與評價之概況，

大抵可見一般。 
 

                                                 
45 p49。 
46 p50,51。 
47 收於《民國叢書》第二篇之 4，上海書店；據黃中出版社 1941年版影印。 
48 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年 9月一版 7刷。 
49 P21,22。 
50 P34。 
51 p57-p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