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杭氏易學的主要內容撮要(上) 

 

第一節 杭氏易學的時代及其氛圍： 

 
海寧杭辛齋先生(1869─1924)，生活在清末民初的這一段，通常被史

家稱為「近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之交接點的大時代之中。從 1869年(彼

時之中國，尚稱「同治八年」)出生以至於 1911 年的武昌首義，辛亥革命

之一舉推翻滿清政府在中國近 300 年的統治之時，其生命歷程大約有 40

年上下的光陰，是在滿清中國度過的；而這 40 年，一般也幾乎就是一個

人的大半輩子；他去世於 1924年 1月，距 1911年進入民國的時期，實在

也不過滿 12 年左右；如此權衡其生卒之年以與中國近世鼎革易代的年限

相比較，也就可以說杭辛齋先生的生命歷程，約前三分之二乃是活在晚清

中國，生命的後三分之一的歲月，才生活在民國中國；此生卒年限既已有

了這麼一個時空座標，也就可以，而且似乎必需對這位主人翁所生存、活

動以及「從事易學」的這一個時期，作一番相對粗略的、鳥瞰似的認識，

此亦孟子所謂「知人而論世」的意思；大致掌握這段歷史進程的主要脈絡，

對於「杭氏易學」的認識與瞭解，應該是很有幫助的。 

 
著名史學家胡繩先生著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1一書，將 1840

年至 1919 年的中國，作了生動而詳盡的描摹，這段大時代之中所有詭譎

莫測、風雲變幻之種種，在本書的描摹之下，歷歷切近如在眼前，使那個

時代的氣息，彷彿又撲面而來，既沉重又充滿了張力。今以此書為本，另

輔以治學嚴謹不茍，而其書卻又平易近人的黎東方先生《細說晚清》2、《細

說民國創立》3二書，以及張豈之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 ─ 晚清民國卷》
4、蔣廷黻先生《中國近代史》5等，並及其他相關的參考資料，大致從以

                                                 
1 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月北京 9th版。 
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月 7th版。 
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月 6th版。 
4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 2th版。 
5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月 3th版。 



下四個方面，對杭辛齋先生其人物之生平要略及必然影響其後來治《易》

傾向及其易學思想的時代與氛圍，作一番簡要的敘述： 

 

一、 國運惟艱，萬方多難  

──童生、 報人、志士、易學家 

 
自 1840 年轟動中外的鴉片戰爭伊始，中國─這條老大的東方巨龍，

終於拖負著其滄桑而沉碩的身驅，步入了千年來未曾有過的，集詭譎錯

綜、巨變迭興，文化的徘徊與逡巡、民族的覺醒與自強自救，「形而上」

與「形而下」諸領域全方位的大動蕩大變革⋯於一時的，風起雲湧的中國

近代史時期，誠如晚清名臣李鴻章所謂：「此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也！」。《新

編中國近代史叢書》序亦云： 

 

當一批批手捧聖經，胸掛十字架的傳教士走進清朝帝國的都市和

窮鄉僻壤之後；當一艘艘滿載鴉片的走私船從中國的沿海駛向內

地之時；當西方侵略軍乘著軍艦扛著洋槍耀武揚威地在中國燒殺

搶掠之際，中國人才開始發現並意識到，一個從未有過的時代在

走近自己。6 

 

而在這之間，除了關鍵性的「破毀國門」之役── 鴉片戰爭之外，

又經歷了太平天國事件、洋務運動的興起與拓展、中法，中日兩次影響深

遠的戰爭；再經戊戌變法、義和團事變、以至終於促成了武昌首義的辛亥

革命、因北洋軍閥而來的二次革命以迄於 1919 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近八

十年動蕩不寧的漫漫長途，至此方稍告一個段落。7 

 

杭辛齋先生於 1869年 8月 14日(星期六，農曆七月初七，己巳蛇年)，

                                                 
6 周國新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2月‧序 p2。 
7 學界關於中國近代史的上下限，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斷法；一種主張由 1840年—1919年(如胡
繩、周國新，即主張由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左右)；另一種主張自 1840年--1949年(如張豈之等，
主張自鴉片戰爭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本文則傾向認同前者的斷法。 



誕生於中國浙江省海寧州。根據寥若晨星的、現存零星資料的斷篇殘簡(所

據資料附於「參考書目」部份，為行文簡潔，茲不一一引述)，我們對他早

年的生活乃致於一生中的大部份歲月，除了幾件跟辦報入獄、反袁入獄、

當選民國國會眾議員以及少數有關其 1915 年出袁世凱獄之後，從事易學

活動(各卷中的〈自序〉或「他序」之文、弟子張一鳴的簡短記錄)等事件

的記錄之外，實在就只能附諸闕如了。零零星星的資料既難串聯成篇，既

便勉強串連之亦無甚用處；於是乎本人便打消了要為辛齋編一個年譜或年

表的念頭，決定將對他的生平重要事件的理解與把握，融入這個他確切身

處於其中的年代(1869─1924)之中，將「時代的大歷史」與「個人的小歷

史」融為一體，加以申暢論述，決定不分作兩部分了。 

 

首先，我們可以確切知道他的生辰年月日(根據一般記載，再輔以老黃

曆8，即可推出其細節如星期六等等)、知道他考過清朝的童子試(五冠其

曹，年少聰明)9，21歲補海寧州博士弟子員；後來離開海寧遊學北京國子

監，當過文淵閣校對，又進入同文館(京師同文館)學習當時的自然科學、

法國文學等課程(萌發其對西學及相關自然科學等方面知識的種子)；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深感國事日非，清廷頹靡，還上書光緒皇帝，力陳

變法圖強之道，頗受賞識，乃至於： 

 
兩蒙(光緒帝)密旨召見，授中書10，面諭京機章京行走 ⋯ (辛齋)

力辭；面賜象章「言滿天下」四字，即戊戌政變之前十日也。11 

 
在這之後，辛齋逐漸展現其愛國且年輕有為的特質，正式走向社會、

走向政治和人群，並跟嚴復等進步人士為友，在天津共辦〈國聞報〉12等；

                                                 
8《新編老黃曆》‧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年 9月‧p64 
9 見《愚一錄易說訂》序一，陳守謙著。 
10 張一鳴此文謂辛齋被授「中書」的官品功名；然據姜緯堂先生的文章，乃是「正七品候補內
閣中書」，二者不甚一致。本文推測因辛齋「力辭」之故，所以為「候補」而非「正式供職」；然

而這個七品功名卻是實在有效的，當辛齋因《中華報》一案將被「遞籍禁錮」之時，當局決策者

還先得「依例需奏請革職後」才能執行。見姜緯堂《「 彭翼仲案 」真象》‧p17、p22‧首都師範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 5th期。  
11張一鳴《海寧先生事略‧稿本》，收於《民國人物碑傳集》，p538。 
12 見《學易筆談》二集，序二，嚴復著。 



此後，在國是日非的局面之下，他不但加入了同盟會，開始捲入這個大時

代的洪流，同時也幾乎成了一個充滿了使命感「報人」，努力充當「社會

喉舌」這樣一種艱難、危險的角色。 

 
根據僅有的資料記載，以及戈公振、賴光臨、陳玉申、朱健華等先生

的《中國報學史》、《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晚清報業史》、《中國近代報

刊活動家傳論》(詳見參考書目不份，茲不贅)等著作的記載，我們知道他

後來又陸續辦了種類更多的報刊，如〈中華報〉、〈京話報〉13等，揭露時

弊、放言儻論，終於獨家披露了當時的保皇黨人吳道明，范履祥被密處決

一事而遭清廷要員袁世凱、那桐等人而遭殃被捕，為國家奉獻的代價竟

是：「遞籍禁錮」14(個人猜測，這也許正是辛齋資料如此闕如的原因，晚

清各種官家歷史且不論，及正、續、三篇的《碑傳集》也沒有，當然《清

史稿》各傳記中也不會有了15)，歷千回百折、險象環生(此事件之始末，詳

見於姜緯堂：〈彭翼仲案真象〉，讀之令人為辛齋的死裡逃生捏一把冷汗)，

之後好不容易才被人擔保出來，從事實業16。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因深

孚眾望 (如 陳守謙於《愚一錄易說訂》序言及辛齋弟子張一鳴於〈海寧先

生事略‧稿本〉中所載「入營招撫、片語解紛17」之類的義勇之行)當選眾

議院議員(今李守孔先生編的《民初之國會》18一書，頁 200的議員名單之

                                                 
13 嚴格說來，這兩種報刊皆由清末民初著名報人彭翼仲一手發起，而杭辛齋(翼仲之妹夫)任《中
華報》主筆，這兩種報刊在當時的北京知名度很大，閱者甚眾，且有唇齒相依的關係。見見姜緯

堂《「 彭翼仲案 」真象》。在這之後，又與民初著名報人邵飄萍合辦由邵氏任主編的《漢民日報》，
見朱健華《中國近代報刊活動家傳論》‧貴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4月，p375。 
14 此清末轟動一時的報界大案，其肇禍原因曾眾說紛紛，莫衷一是；然而隨著彭翼仲氏《彭翼
仲五十年歷史(上編)》的出現，經姜緯堂先生據此第一手資料的詳細考證之後，終於得以真相大
白。此案的曲折過程詳見《「 彭翼仲案 」真象》原文。 
15 參見馮爾康先生《清史史料學》‧2001年 8月‧(臺灣)商務 及《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2000
年 8月‧(北京)商務 
16 張一鳴《海寧先生事略‧稿本》載：「在籍禁錮時，同鄉親故皆上書當道，力白其冤。遂由浙
撫增韞力奏，留辦實業，任農公研究會長；發行《農公雜誌》，被舉為浙江農會正會長。復創《白

話報》，鼓吹不遺餘力。」同注 61。 
17陳守謙於《愚一錄易說訂》序一，p2記載：「辛亥鼎革⋯ 浙省光復，一夕成功，兵不血刃；而
駐防五千人負隅抗命，遂開戰釁。彈與橫飛，全城振動，或勸增韞修書招降，而使者中途中彈死，

書不得達。眾知旂人素重君，環請入營招撫，君慨允無難色，於是效葉公之免冑，馳汾陽之單騎，

冒險突入，片語解紛，城市居民，得免兵燹禍，君之力也！君未嘗言功。」 由此段記載可以想
見，杭辛齋當年那種深孚眾望、智勇雙全的豪傑風采。 
18 正中書局‧民 66年 12月初版。 



中，正可看到辛齋的大名，赫然在目19)。 

 

袁世凱野心勃勃，從「小站練兵」開始不斷地累積了驚人的實力，仗

著一手培植出來的北洋軍，以及利用了清廷與革命黨之間的矛盾關係，終

於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老謀深算地布防一切、操控一切，汲汲於恢復

帝制以自當皇帝20；當權力及影響力如雪球般越滾越大之際，他變得目空

一切，乃至於「臨時約法」、「責任內閣」及「臨時參議院」等都不能對它

起到任何限制的作用；然後又先以利誘拉攏國會中有影響力之人，不果，

則徑加以迫害或逮補，盡露其窮兇極惡之可憎嘴臉；對於辛齋，他也是以

同樣的方法，先誘以「十萬金」及「大耳胡同華廈」，辛齋俱拒而不受，

並嘆曰「帝孽復興，民國之不幸也！」21後來終於因為反對其洪憲帝制以

及所因之而立的種種帝制宣言，「毀洪憲之議」，於 1915年年底，又在「李

鐵拐三元店」被袁黨逮補，「鋃鐺入軍政執法處」，被拘禁凡一個月之久，

這是辛齋生平第二次因為耿直倡言，為政治原因而身入囹圄了。22 

 
然而，也正是這身陷囹圄的一個月，促成了辛齋於 1916年出獄23之後，

開始精研易學，盡全力搜羅易類典籍、博採古往今來各家之說，加以融會

貫通，蔚為一家之言的因由。原來在罹禍的這一個月裡，有位異人在獄中

早就預言杭辛齋會被關進來，所以鎖定了自己，「忍死狴犴，克期以待24」，

要向他傳授「《易經》微旨」(或稱「心法」、「絕學」也一樣)，指定要認取

杭氏作為自己已時日無多、行將就戮之際的「傳人」；辛齋曰：「吾師知為

何許人，但不自言姓氏，嘗為白狼軍師，人皆以異人稱之。25」云云，由

                                                 
19 狄樓海於《學易筆談》初集‧序言(p3)中所提及的，與辛齋同組「研幾學社」的同人們，也大
多就是當時的國會議員，其中如狄樓海本人、陳謝樞、胡兆沂、彭漢遺、龔煥辰、張知競、王用

賓、凌毅以及為《易楔》作〈題辭〉的秦錫圭、《學易筆談》二集序一的作者羅永紹等人的名字，

也都可在此書 p192--p202 的議員名單之中見到，分別擔任各省份的參議院或眾議院議員。參見
〈國會參眾兩院議員姓名表〉，同注 68。 
20 參見《亂世爭逐─北洋軍閥》，羅瑛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2月。 
21見張一鳴《海寧先生事略‧稿本》全文第五段。 
22 詳見秦錫圭《易楔》〈題辭〉(p1)，以及劉成禺《洪憲記事詩本事簿注》(p205)‧山西古籍出版
社‧1997年 7月一版。由此可見，辛齋一生兩次入獄，又皆與袁世凱有關。 
23 《學易筆談‧述恉》p1，辛齋自言：「丙辰出獄，爰搜集古今說易之書」云云，案「丙辰年」
即公元 1916年也。 
24 《學易筆談‧述恉》p1。 
25〈辛齋獄中遇異人〉，見劉成禺《洪憲記事詩本事簿注》p205‧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 7月



此看來，這位辛齋的師傅、傳易的「異人」，具有很強的神秘色彩，而這

整件事也給人一種傳奇般的感受。杭辛齋因為感動於此位「異人」的摯誠

及其預言的精準，於是「⋯ 跪而師事之，禮也。就獄中劃地為卦，變象

證爻，溯河圖洛書之原，寓悲天憫人之願。講見天地之心，明述性命之旨，

博採諸家，解徹大義，興衰治亂，簡易發明，曰：此內聖外王之學，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卜筮占驗，儘餘事耳。26」如此僅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辛

齋領受了這位異人的真傳；而這位異人，也正又徵驗了自己對自己死期的

預言，果然在預言的那一天被殺掉了。 

 
辛齋出獄之後，不忘其師諄諄之教誡及托屬，所以自 1916 年出獄後

以迄於 1924 年 1月 24 日，因操心國事27、積勞成疾而不幸去世的這一段

約才八、九年的時間裡，始終未嘗無一日不致力、留意於易學的研究、博

覽、思考、比較、創造以及積極推廣、闡揚，還跟「研幾學社」的同人們

一起「計日分程、商兌講習，雖兵戈擾嚷，而課約罔閒28」地講論《易經》；

更以結集的方式出書，影響日遠，終於以能成就一家之言，而被推尊為「易

學大師29」、「民國以來易學第一人」30。而辛齋於八十幾年前，與同人們如

此努力的心血結晶，也就是我們目前所讀到的這一部《杭氏易學七種》了。 

 
關於辛齋最後因操心國事而憂勞成疾，不幸於 1924年 1月 24日(四)，

晚間 9：30pm 逝世於上海的事，有必要在這裡作一個說明。據 1924 年 1

月 25日的《申報》記載：─ 

 
浙籍國會議員杭辛齋君，入冬後即患氣喘、失眠等疾，歷延中醫

調治，病勢時增時減，從未痊癒；前昨兩日，突然轉劇，時作囈

                                                                                                                                            
一版。此篇記載辛齋於獄中「師事異人以傳《易》」的這件事，是本人所見最詳盡的文字了。 
 
26 同注 74。 
27《民初議員列傳》p145載：「⋯(辛齋)共和恢復，始得出獄，復充眾議院議員」。天一出版社‧
民 64年 5月再版。 
28同注 74。 
29 易翁〈杭辛齋易學傳〉，《中華易學》第 2卷第 4期，p54，p56。 
30黎凱旋〈民國以來的科學易(一)〉，收於《中華易學》第 10卷第 9期，p6。 



語，至昨日傍晚，諸醫束手，延至夜九時半遂因病逝世。31 

 

《申報》由 1月 25起至 1月 31日，每天都有關於辛齋逝世後之記載32；

從當時相關的報導中，得知其逝世之後，遺下杭夫人及三子一女，境況蕭

條。其同人弟子們多方致力，如張溥泉、張繼等各自出面，代為向當時的

「大元帥」孫中山先生請求撫恤，後共籌得 1000 元，交付辛齋家屬。辛

齋於 1 月 26 日下午未時舉行大殮，各方弔慰者甚眾，孫中山贈以花圈，

題字曰：「忠貞亮直」；1月 28日下午 1時出殯，各界同人暨門下弟子，浩

浩蕩蕩，執紼者凡 200餘人。33 

 
綜由以上所述之辛齋生平最重要的幾筆，要說他的一生，跟中國清末

民初以來這一段「國運惟艱，萬方多難」的歷史緊緊的糾結在一起，應該

是沒有甚麼問題的了。如此，則辛齋一生的角色變化，可謂是由應童子試

的童生(包括後來的博士弟子員、正七品候補內閣中書等)，而愛國報人，

而革命志士，而歸諸於為晚年的國會議員及易學名家；而其生平之梗概，

也就可以從這裡看出一個相對清楚的脈絡來了。 

 

二、 民族文化，進退失據  

── 振興中華文化 (大易為歸，孔聖為本) 
    
在中國近代以降的這段時期，社會動蕩不已、政治巨變迭興，整個中

華文化的根基，似乎也正隨著國體的震動，世道人心的變化而處於一種岌

岌可危、前程莫測的處境之中；這頗令當時的許多有識之士，為之感到憂

心忡忡而茫茫然的進退失據之感，為中華文化當下及未來能否發展延續，

又當如何去發展延續的問題，不斷地思考著、焦灼著 ⋯ 辛齋身處於這一

                                                 
31 《申報》合訂本，政大社資藏，本日(1月 25日)第 4張。 
32 1月 25日第四張的報導附有辛齋遺象；餘者亦皆刊登於當日的第四張，可參閱。 
33 以上消息俱見於 1924年 1月 24日至 1月 31日的《申報》，茲不一一注出；此外，1月 26日
及 1月 28日的《大公報》，各於第 2頁上皆有刊載辛齋逝世之消息，然大體與《申報》同。以上
《申報》及《大公報》合訂本之消息，皆資取自政大社資中心三樓的中文藏書部。 



段同樣的歷史時期之中，也正是這批憂心忡忡的有識之士之中的一員，這

從他一生積極參與國家之振興運動、不畏犧牲地創辦各種報刊、一再倡言

異議，兩陷囹圄以及中年選任國會眾議院議員，正式參與國家政治運動之

運作，即可相當明顯地看得出來。從《晚清報業史》的這段話可以看出當

時有志之士的一般狀況： 

    
西方列強的入侵，激起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劇變。先進的知識份

子痛於外患之憑陵，清政之窳敗，國亡之無日，認識到非革新不

足以圖存，然手無權力可操，遂致力於辦報，藉報紙傳播其主張，

以言論覺天下。34 

 

如果說在辛齋生平的早年，因全心全意致力於類似政治運作、社會問

題之類相比而下(指與中國文化存亡去取有關的，內在的根本問題相較)較

為「外在的、表層的問題」(以辛齋此時期，正典型地以一個報人、記者、

社論家的身份，而活動於中國社會之間為考量)，因而對於「中華文化」存

亡絕續、何去何從之類的根本憂思，尚未投注入他一生中問題思考的核心

關注的話，那麼，到了他生平時段的後期，尤其在獄中得「異人」傳授《易》

道絕學、密傳心法之後，以及他晚年之全力以赴、認真研索及積極推廣「易

道」的這段時期，我們在他的易學著作《杭氏易學七種》之中，就明顯地

可以看到他那時時加以闡揚、加以呼籲的一個中心傾向，即：《易經》之

道為我中華文化之大本大源，其旨在於明道以濟世、通變以盡用，不但是

一種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的煌煌康莊大道；同時，又極其精深奧遠、神驗

莫測，乃古聖人代代相傳的心法之遺存，承載著中國歷代古聖人的苦心孤

旨、微言大義在裡頭；同時認為，只要能讀通了《易經》並懂得「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地去變通應用的話，就足以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歸宿了。

以上這個歸納出來的意思，幾乎遍見《杭氏易學七種》的各章節段落之中；

因而，說這是杭辛齋晚年學《易》、研《易》、傳《易》之宗旨與歸宿之所

在，也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34 陳玉申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 4月。前言 p2。 



     
需要在此一提的是，與辛齋大約同時代的有志之士或思想家們，也往

往在他們的主要著作中流露出與《周易》相聯繫的觀點，只是個別的側重

點有所不同而已。以下所舉的兩個當時著名人物的觀點，就是典型的例

子。嚴復在其所翻譯的《天演論‧序言》中謂： 

 
        夫西學之最為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蕃變者，名、數、質、力四者

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以為經，質力以為緯，而合而名之

曰《易》。大宇之內，質力相推，非質無以見力，非力無以呈質。

凡力皆乾也，凡質皆坤也。奈端(按：即牛頓)動之例三：靜者不

自動，動者不自止，動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謂曠古之慮，自

其例出，而後天學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則曰：「〈乾〉其動

也專，其靜也直。」35 

 

又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一〈通論〉部份亦有云： 

 
       《易》獨以形上形下發明之者，非舉小不足以見大，非踐跡不足

以窮神；自《大學》亡〈格致〉一篇，《周禮》闕〈考工〉一冊，

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

國所及。蓋我務其本，彼逐其末；我窮萬物之理，彼研萬物之質；

秦、漢以還，中原板蕩，文物無存，學人莫窺制作之原，循空文

而高談性理；於是我墮於虛，彼征諸實。不知虛中有實，實者道

也；實中有虛，虛者器也。合之則本末兼賅，分之則放卷無具。

36 

 
由是可知，順著這條思路而推想之，則杭辛齋對於上述所提出的，當

時頗為一般有識之士所最為縈懷，最為憂心的「中華文化，何去何從」的

問題，所經已思考出來的回應與答案，應該就是十分明顯的了；另外，從

                                                 
35 嚴復《天演論》‧羅炳良主編‧華夏出版社‧2002年 10月，〈序言〉部份 P6，p7。 
36 鄭觀應《盛世危言》‧羅炳良主編‧華夏出版社‧2002年 10月，卷一‧通論〈道器〉p18，p19。 



這樣一個角度逆著去推溯，也就可以為「杭氏易學」的這種「以大易為歸，

以孔聖為本」的傾向，其背後所憑藉著的，乃是基於當時整個時局、時代

的大氣候，並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們所特有的迷惘與焦灼、逡巡與躊躇之後

的覺醒或抉擇等諸種心理、文化因素為根由，有其社會和歷史的大前題

在，並不是杭辛齋「平地一聲雷」似的提出這樣的主張，或無故生出這種

幾乎主宰了他自己整個後半生的，回歸中華「大易」之道，歸宗傳統文化

的主張及選擇。 

 

三、 中西方合流的大勢所趨  

──西學東漸與「西學中源」論 
     
中西方文化的首次較為大規模的碰撞與交流，當可追溯到晚明的萬

曆、嘉靖年間，西方傳教士們，攜了他們文化中的科學成果及成品、科學

思想等，一同來到了古老的中國，宣傳天主的福音。「龍」與「上帝」首

次交鋒37，其所引起的回響及效果，真是一個值得深入反思的重要問題，

因為它牽涉到許多當時看也許不怎麼樣，但在後來的歷史流程中卻非常重

要的問題，如中西方文化的本質問題、各自優劣高下的問題，以及一般最

為人所注目的，關於中國與西方科學的問題等等，也在這時出現了一批我

們所耳熟能詳的，具有關鍵性及代表性的一連串名字──利馬竇、湯若

望、南懷仁、徐光啟⋯ 等等，他們交流中西方科學的歷史功積，及其所

造成的深遠影響，都深刻地體現在鴉片戰爭以降，中西方開始第二次大交

流的大勢之中。流風而下，以迄於今日，西方科學與中國這個古老的文化

大國，終於產生了再怎麼也抹不去的、千絲萬縷的關係。38 

   
1862年，在洋務運動正如火如涂地展開之際，因恭親王奕訢等上書奏

                                                 
37 參見《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董叢林著‧北京三聯‧1992年 6月 1版。 
38 參見《西學東傳人物叢書》，王渝生主編，凡九冊，科學出版社‧2000 年 5 月~9 月。本套叢
書系統地以評傳的方式，探討了兩次中西方科學交流之際的 10個代表人物，分別是明末的利馬
竇、湯若望、南懷仁、徐光啟以及清末的偉烈亞力、傅蘭雅、李善蘭、華蘅芳以及徐壽父子。通

過這些代表性人物的評傳，可相對深入而全面地瞭解這段中西科學交流史的大輪廓。 



請清廷的緣故，中國出現了最早的外語學校  ──「同文館」39(北京)40，

旨在培養各種能通外語的翻譯及外交人才。後來加以推廣，又增設了英

文、法文館等，入校學生除了外語之外，還要學習自然科學(物理、化學、

生理、解剖、機械⋯)、數學(算術、代數、几何、三角、微積分、航海測

算⋯)及天文地理、世界史地、萬國公法等等，直到同文館於 1901 年併入

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之前身)為止的中間這約三十年的時間裡，對中國新

一代學子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引入自然科學、數學及萬國地理等偏於

西學內容的學科，使有幸在此中讀過書的中國學子，大大打開了他們的眼

界，激蕩並豐沛了他們的知識水平和世界觀。尤其更接觸了西方的學問、

環球的交通以及九洲萬國的歷史、地理、語言及科學門類、新知之種種，

皆與過去幾千年來的經學教育，迥然大異，就彷彿一個廣大神奇的世界，

突然展現在中國學子們的眼前一般，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刺激及震撼。 

     
杭辛齋先生，也正適逢其會地進入了京師同文館，接受過以上所舉的

那些，在當時的中國而言，屬於最新潮也最「尖端」的，系統的科學教育，

其所受到的震撼刺激和影響，也必與同文館中的其他學子，一般無異！ 

 

非常顯明的一點是，我們可以在《杭氏易學七種》之中找到這種影響

的深深刻痕；也即是說，杭辛齋的易學論述及其思想之中，具有很多(自然

是局限於當時的水平而言) 西方自然科學、數學、社會科學及「九洲萬國」

各種不同的文化現象⋯等等的內容、學說及觀念，滲雜其中，如離心力、

向心力、化學分劑、太陽黑子、幾何原本、微積分、民主立憲、達爾文進

化論 ⋯，杭辛齋把他從同文館所學來的這種種「西學新知」，都拿來跟《易

                                                 
39孫子和《清代同文館之研究》(政治大學政治所博士論文，民 61年 12月；政大社資中心藏，所
書號：D 3.31 6105 v‧1)頁 1之 29至 1之 32有〈釋「同文」〉及〈釋「同文館」〉二篇詳盡的考
證，並總結說：「『同文』一詞作狹義解釋，原僅『車同軌』、『書同文』之意，同文館設立之初，

以『同文』為名，其意指此；廣義之解釋，似可解釋為同一文化，藉此館之設，中西文化得以溝

通，雖未必合當初命名之原意，但以同文館之功能言，事實上已成為中西學術文化溝通混同之機

構。」這種從廣、狹二義來探討同文館之本質的結論，可謂直指核心。 
40 此指京師同文館。蓋當時中國不止一所同文館，除此京師同文館外，尚有上海廣方言館及廣
東同文館。詳細情形除上述孫氏之論文外，尚可參見《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蘇精著‧蘇精發行‧

上海印刷場印制‧民 74年 1月，藏於政大國研中心圖書管 5樓；以及李喜所〈中國最早的外語
學校──同文館〉一文，收於《古代禮制風俗漫談》(一集)p50‧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0月版。 



經》說到一塊兒，並老想向讀者或當時聽講的「同人」們，表達這樣一個

意思，即：(大意) 

 
── 你們大家看到這些西方的種種學問、知識或學說，哪怕它再怎

樣可貴新穎，再怎樣「自矜」為新創獲新發現，其實都是根源於《易經》

而來的；因為咱們中國這部歷代相傳、淵源深湛、古老而又神不可測的《易

經》，早就「備其象，明其理於數千年以前」了。 

 

由此可以看得出來，杭辛齋的這種面對東西方的文化的判斷及其傾

向，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西學中源」論者的典型例子！而所謂「西學中

源」論的情況，董光璧先生在其《易學科學史綱》一書中說： 

 
明清之際，基督教傳教士傳西學入中土，中西文化接觸 ⋯在關於

中西學的爭論中還出現三種理論性觀點，一曰『中西會通』、二曰

『西學中源』、三曰『中體西用』⋯西學中源說初為梅文鼎所創，

經康熙帝玄瞱支持而成為『欽定』之策，在乾嘉時期經學大師中

頗為流行，到鴉片戰爭之後，氾濫於整個儒士階層，乃至整個社

會。41 

 
由董光璧先生的這句話的意思看來，則「杭氏易學」中的這種「西學

中源」的持論及其立場，應該也是遠有所承的，正也是從兩次中西方文化

交流高潮底下的產物42；如此，「杭氏易學」所流露出來的，濃濃的這一股

「西學中源」論的味兒，也是可以找到其於歷史上的淵源及定位，並不是

                                                 
41 《易學科學史綱》董光璧著‧武漢出版社‧1993年 12月，p240。 
42 簡單說來，所謂「西學中源」即是「西學源於中學」的省略語；安宇先生在其著作《沖撞與
融合──中國近代文化史論》(學林出版社‧2001年 5月)中的第五章〈「西學中源說」與近代中
西文化的交融〉對其來龍去脈有非常詳盡的解說、察考與評價，謂：「⋯(西學中源說)在晚清中
西文化相互沖突與融合的歷史進程中，曾產生過深刻的影響，它從一個側面展示出中西文化交融

與沖突的奇妙景致，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P112」； 又「⋯洋務派、維新派、
革命派將西學與中學之間的關係作『西學中源』的比附，希望將其作為兩種異質文化的中介聯結

點，以此銜結中西文化。如此，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

作用。當然『西學中源』說不顧時空條件的差異，人為地將兩種絕然不同的異質文化牽強附會，

生搬硬套地聯結在一起，使中國傳統文化的變革與發展在近代走上了扭曲變形的道路，這也是顯

而易見的。P116」。關於「西學中源」說全面的爬梳與考察，可詳見安氏原書第五章，茲不贅。 



無故冒出來的。 

    

四、 神秘主義的氛圍 

──異人傳授京氏易、冀綿絕學傳心法 
    
王玉德先生在其《神秘主義與中國近代社會》43一書指出： 

 

歷史發展到晚清，社會進入到轉型的直接操作階段，許多思想

家都熱衷於從《周易》中汲取轉型的思想44 

 

又 

《周易》講究天人感應，主張神道設教45 

 

並列舉了龔自珍、康有為、嚴復、鄭觀應、張之洞、王韜等人物對《周

易》中的「變通」思想之推崇為例，並加以個別分析之後，指出： 

 

近人只要談到變法，沒有不引用《周易》的46 

      
從以上所引的這些文字中，主要說明《周易》中固有的「變通」思想

及「神道設教」的「神秘主義」，在中國近代社會的時代浪潮之中，幾乎

談改革、談變法的幾個主要社會菁英等，都對之大加推崇，甚至引以為據，

的確就真的就利用《周易》中「神道設教」的固有思想，來作為變法圖強

的社會運動的理論基礎，且真的實行起「神道設教」這種在本書作者看來，

乃屬於「神秘主義現象」領域中的方法47。    

本人看到了這段論述及這本書對中國近代國情的分析等部份，不禁有

                                                 
43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7月 1版 
44 同注 93，p161。 
45 同上注，P164。 
46 同上注 P163。 
47 見此書〈序言〉部份。本人也傾向認同王先生這種以「神秘主義」為概括的看法。 



了一個推測性的想法，即杭辛齋本人及其他相關敘述者，老是言之灼灼

的，關於辛齋於 1915 年底入獄時，由那位充滿傳奇性的神秘「異人」向

他傳授《周易》絕學的事；又說那「異人」精準地預言了辛齋必於某時某

刻必於某處被逮捕，又於某時某刻將來到獄中跟他相見，又宣稱此人還精

準地預言自身的死期⋯⋯ 云云，說得神乎其神，幾乎讓今天的我們難以

相信，世上會有這樣的事發生！然而，由於辛齋及其他人關於此事的敘

述，都太過語焉而不詳：── 或不言其名，不道其姓，傳授的具體內容

及它對於「杭氏易學」的關鍵性影響，或者承傳之間的種種細節等等，都

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48，只是不斷強調那個「異人」是怎樣的「神秘莫

測」、又是怎樣的「忍死狴犴，克期以待」⋯⋯而已！ 

 

正因為如此，我個人在理解「杭氏易學」的過程中，常常要在「異人

傳授絕學」的這個節骨眼兒上，疑竇從生，不得其解49；心中自是懸疑於

這種近於《聊齋》的故事，然而，卻又一時找不到較為近情合理的說法去

解釋它；如今看到了王玉德先生的這部新著及以上所引述的部份，我不禁

受到啟發，因而想到：── 既然在晚清民國年間，那種利用《周易》中

固有的「神道設教」來弘揚變法圖強的風氣，是如此的盛行；則杭辛齊先

生，會不會也為了弘揚他認為是「中華文化之大本大源」的「易道」、「易

學」，或者為了實現其「弘揚傳統文化以明道濟世」的理想，而杜撰出這

麼一個「異人」來充作「神道設教」的對象？試看看這個「異人」的特質：  

 

(1)「神秘淋漓」 ──此所以莫測高深，引人遐想。 

(2)「占驗精絕」── 蓋非深諳於《易》之神髓者，其神妙不能至此， 因 

而其所「秘傳」的學問，必皆真材實料。 

(3)「忍死傳道」── 此所以感人至深，對他產生追懷感念之情。 

                                                 
48 雖在〈辛齋獄中遇異人〉(見劉成禺《洪憲記事詩本事簿注》p205，同注 75)一文中，記載了
辛齋自謂其師為袁世凱攬權時代的農民起義之首領──白狼將軍的軍師，但究係是哪一位？姓甚

名誰？依舊是神秘與傳奇色彩非常濃厚，無法確定這個人的真正身份。 
49 由於此事與辛齋在 1916年出袁世凱獄之後正式從事「易學」的研究與講論關係似甚鉅，所以
無法只把它當作一個細節忽略過去，總希望能追尋到一個相對合情合理的解釋。 



 
從以上所分析的三點看來，這位「異人」可以說是大致具備了供人通

過《易經》及他本人來加以「神道設教」的條件；然而是耶？非耶？除非

有進一步足夠詳盡的史料被發現出來，否則這件事將永遠是一樁帶著猜測

性，神秘性與傳奇性的「公案」了。再一次強調，以上這個想法，只不過

是撰文者個人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因對此事百思不得其解，又無從獲得

更合情近理的解釋之情況下，所給出的一個嘗試性的推測或猜測而已，自

以為較容易被自己跟別人接受，所以提出來供參考，並非定論或結論，特

此案。撰文者本人也期待著真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以解除我心目中這個長

期困思不解的疑惑。 

 

 

第二節  杭氏易學之樞要及其宗旨 
 

(一)《杭氏易學七種》分析                    

 
《杭氏易學七種》是杭辛齋合「講論評介」與「心得創建」為一體的，

作為其全部易學著作之主要文獻載體之總集，凡七種二十卷，內容包括： 

 
(1)《易楔》──          凡 6卷 

(2)《學易筆談初集》──  凡 4卷 (90則) 

(3)《學易筆談二集》──  凡 4卷 (57則) 

(4)《讀易雜識》──      凡 1卷 (30則) 

(5)《易數偶得》──      凡 2卷 (34則) 

(6)《愚一錄易說訂》──  凡 2卷 (分 36段點評) 

(7)《沈氏改正揲蓍法》──凡 1卷 

 
本人在研究的過程中，有鑒於發覺這七種二十卷，無論是從其結集之



初衷而論，還是就全集的實際內容來加以觀察，它首先具有相當明顯而凸

出的「教材性質」，然後才是間中同時也夾雜嵌入的，關於杭辛齋本人易

學研究的「心得創見」。因此，本人認為，《杭氏易學七種》可以基本地、

相對地被劃分為以下三大類，從而可以凸顯出某種條理性，即：─ 

 

(甲) 首先是具有系統性的、完全式的講論： 

──《易楔》6卷 

 

(乙) 其次是具有發揮性的、散點式的詮釋：                                  

──《學易筆談初集》4卷 90則 

──《學易筆談二集》4卷 57則 

──《讀易雜識》1卷 30則 

──《易數偶得》2卷 34則 

 

(丙) 其三是具有針對性的、集中式的評介：  

──《愚一錄易說訂》2卷 36段 

──《沈氏改正揲蓍法》1卷 

 

甲類 1種 

以《易楔》為代表，用凡 6卷的篇幅，分別條貫地講論了易學中主要的基

本內容，包括〈圖書〉、專門講述「卦」的 8個部份、專門講述「爻」的 7

個部份以及〈運氣〉及〈正辭〉。此〈易楔〉為最早出，也具有最明顯的

「教材」之性質與特點，是杭氏在自己通過廣泛的涉獵，及深入地鑽研、

比較了古今大量前人《易》學《易》說之後，而擇精擷要、由博返約地為

《周易》初學者所作的入門指導，其內容因而最具有系統、完整的特點。 

 

乙類 4種 



皆以發揮、詮釋易學中各方面廣泛的內容為主，在呈現的形式上具有共同

點，即皆採用散點式的、不加分類的編排方法；然再細分之，則《筆談》

初集、二集和《讀易雜識》三者又屬於內容錯綜揉雜，無法再分類的一型，

主要原因在於，即便在某一則相同名目的辭條之下，其所討論的內容，又

旁涉牽連其他各種，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對象或內容的發揮，使分類便得幾

乎不可能，這是一種；另《易數偶得》雖然在呈現的形式上與其他三種一

樣屬於散點式的編列方法，但其內容卻相當的集中而一致，都是討論「易

數」的，其中杭氏的最重要的創見與發明的部分，即「易數」，也都幾乎

集中在這兩卷之中。綜合以上原因，所以這 4種具有發揮性詮釋特徵及散

點式的表現形式。 

 

丙類 2種 

內容以考證點評及筮法新說為主，皆針對前人的著作，或加以訂補，或加

以整理評介；其中《愚一錄易說訂》乃針對清末漢學家鄭獻甫先生關於《周

易》及易學方面的考證性質之著作──《愚一錄》，予以討論或作訂補，

將原書的內容分作３６個段落，逐段加上杭氏自己的案語；《沈氏改正揲

筮法》乃杭氏將清末學者沈善登先生《需時渺言》一書中第３卷的〈原筮〉

部份，加以校讀約寫，重新整理出較原書而言遠為簡潔清晰的一卷本，凸

顯出沈氏原書關於其所自創的「新揲筮法」的內容、「成卦」之方式，尤

其是他針對《周易‧繫辭傳‧大衍章》所作出的「綿密入微」詮釋；由於

杭辛齋對沈氏解易的作風、所作的〈大衍〉章詮釋及其所創的揲筮新法甚

為推崇，所以這一卷所顯現出來的關於筮法的主張，也可以看作是杭辛齋

關於筮法等相關易學內涵的基本看法。由以上所舉之大要可知，丙類的這

兩種都具有針對性的、集中式的評介之特點。 

 

 

 

(二) 講易與詁經不同 



     

 

杭辛齋雖然跟中國傳統的經學家們一樣，對作為儒家聖人的孔子，充

滿了景仰崇敬之心，然而在對於《周易》的詮釋方面，卻有著迥然不同於

往昔經學家們的主張。他認為對《周易》這部經典的詮釋應有其特殊性及

靈活的彈性，跟一般字斟句酌，恪守師法、家法而不敢有所逾越半步的「詁

經」絕不等同： 

 

講易與詁經不同，經當有家法，有體例，義不容雜；而講易則以

闡明卦爻象數之原理原則，但以經文為之證明，故凡與象數有

涉，足與易道相發明者，博採旁搜，不限時地，更無所謂門戶派

別也50 

 

因此，他對於歷代以來，無論屬於漢學或宋學派解經家們的作風非常不以

為然： 

 
歷來講易家，無論其為漢學為宋學，而有一宗牢不可破之錮弊，

即將經學二字橫梗於胸中是也！埋其龐然自大之身於故紙堆中，

而目高於頂，不但對於世界之新知識，新思想，深閉錮拒，而於

故有之名物、象數、氣運、推步之原本於易者，亦皆視為小道而

不屑措意。凡經傳所未明言，注疏所未闡發者，悉目為妄談、為

異端，排斥攻擊不遺餘力51 

 

由此段可看出，受過傳統教育卻又入過同文館學習新學的杭辛齋，是

決不能忍受「埋其龐然自大之身於故紙堆中」，又自我封閉於新世界潮流

及種種新知識的那種「劃地為牢」式的「經學家的自大狂」；推之於易學

的研究與講論，他這種相對對外開放以及主張「新知舊解疇抗衡」52的態

                                                 
50 《學易筆談》初集‧述指‧p2 
51 《學易筆談》初集‧p11 
52 《易楔》‧秦錫圭序言‧p2 



度，是一以貫之的；所以我們在他的《杭氏易學七種》之中，至少總共可

以看到兩方面迥異於昔日一般傳統解易家的特殊傾向，即：  

 
(甲)   就中國固有的「名物、象數、氣運、推步」乃至於焦京之學、《火

珠林》、《易緯》乃至於各種占驗、數術、陰陽五行、三式壬遁、周易參同

契、「氣化現象」乃至於其它零零總總的，中國文化中極普通的各種名類(如

「魚鳥相親」等)、方物(如以人參為〈中孚〉卦象)、俗尚、節日(如以端午

節、重陽節證解乾文言「嫌於無陽」等)等各方面廣泛的內容及現象，來跟

《周易》相與參證論例；而這些內容通常都被傳統經學家們視為「形而

下」、「小道」、「俗物」、「異端外道」，是根本都不屑於去措口的，更遑論

拿來跟「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的「六經之首」來加以混為一談！他們是

無論如何都不會也不敢那樣去做的；由此可以看出，辛齋解《易》，慣於

揉雜萬端以為說的一面，跟他這種能對內(固有文化)相對開放、能突破傳

統偏見而兼收並蓄的態度有關。 

 
(乙)   辛齋之解《易》，常以西方或中國以外的各種新制度、新學說、新

發明來作為易象之推廣、比喻或相互參證，如飛機、汽機(蒸氣機)、民主

立憲、微生蟲、遠洋潮汛、埃及出土的不死種子乃至於聲、光、化、電⋯

等種種，這根傳統經學家大多盲目懼外、排外乃至仇外的心態，可以說又

是絕然不同的(杭氏傾向於「西學中源」論的問題，與此無關，可以不計)；

他對西方文明及其文化之種種，有所認識及了解，且以一個曾經是同文館

學生的他而言，對中國以外的這種種文化內容，非但不懼、不仇，可能還

多了幾分親切清新之感呢！所以他很自然地就會把它們給信手拈來，作為

講《易》的材料而不為奇了。 

 
他更進一步諷刺那些以孔學自任，自重的所謂經學家、漢學家們，其

實根本就沒有讀通孔子的遺教，或者反而是讀偏了乃至於跟孔子所說，正

好相違背的偏執作風，他指出： 

 

 



⋯乃盡反孔子之言( 立象以盡意 ) 曰：「吾言義不言利」；曰：「得

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目光之盤旋不出於書外一寸，此易道所

以終古如長夜53 

 
乃認為孔子在《易‧繫辭傳》中明明說過：「聖人立象以盡意」這樣

的話，因此聖人本身也是主張言象的；而那些自居為孔門正傳的經學家道

學家們，竟然還說出要「忘象」，要「不言利」(案：相對於理或道而言，「象」

與「利」便是所謂的「形而下」了 )等等空疏迂闊的話來，是根本就牛頭

不對馬嘴的。由這點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杭氏易學」不但站在「象數派

易學」的一邊，而且在各方面都對「象」及「數」(數在傳統中國，亦被視

為小道，因而往往不被重視)相關的一切，抱以很大的關注，這也正是淵源

於他認為聖人(如杭氏常強調孔子明「有」以立教、易為「有」、為「致用」

之學)亦都由「有」論起，由「有」以明道，由「有」以立教，所以「象」

與「數」皆易學中最重要，也最具關鍵性的，根本的「有」；由此推及其

他「萬有」，也都是古聖人們藉以明道垂教，皆所不棄不遺者也！由此可

以看出，「杭氏易學」之所以非常看重《易》之象數，乃至於重視其它的

種種內容及對象(如卦氣、五運六氣、八風五行、納甲積算等等「小道」，

也皆是屬於「有」的一部份)，反對離開這一切「有」的領域去談「心」論

「性」、談「理」談「命」(心性命理等與上述諸「有」相對，為「形而上」，

為「無」)，很自然地就可以邏輯地推出，他是一定反對離開象數而去講論

《周易》或「易學」的。 

 

 

 

 

(三) 不可離象數以言易  
 

「杭氏易學」屬於傳統象數易學中尤為典型的一派，所以對於道器一

                                                 
53 同上注。 



體，體用合一，反對空言性命、道理的傾向，俱已明之於上一段的論述之

中。「杭氏易學」主張，凡易學中所涉及到的幾乎一切條目，都是不可相

分離而言之；舉凡涉及其中一個項目的詮釋或講解，則必須聯繫起其他所

有與之相關的項目一起來加以「參證」它，才能為這個被詮釋的對象，找

到最熨貼也最圓滿的定位及瞭解認識。因此，他的講論《周易》，可以說

是繁複到了極點！百般牽和式地層層鉤連，往往要教人無法究詰；縱或是

真能跟上他的邏輯論程，且終於頭昏腦脹地理解了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之

後，也頂多算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杭氏對於這個其實非常

重要的「所以然」往往并不加說明，且大多皆以：「⋯ 甚矣哉，羲易之神

化也！始知古聖人定象之妙，參合陰陽造化54⋯」作結，令人往往容易摸

不著頭腦。 

 
總之，杭氏易學的主要特徵在於，要求牽合幾乎所有跟易學有關(或其

實根本無關)的可能要素，來談論任何一個具體的易學問題；反過來，每一

個具體的易學問題，往往又可以牽連到幾乎所有可能的易學要素或項目

55。這些要素或項目，包括兩漢易學的各種易例(卦氣消息、八宮飛伏、納

甲納音、五行九宮、爻辰升降、半象兩象⋯等等)、宋代易學的各種新說創

見(如河圖洛書、先後天方位、周子太極圖說⋯等等)以及漢宋而降，以迄

元、明、清各代易學家們所新提出來的易例、易說、易論等；還有古今中

外，有始以來的各種名物制度、風俗典章、神話傳說等等，用以上所舉的

種種共同雜揉起來來講論《易經》，又處處強調必須貫合舉凡氣、心、象、

數、徵、卦、爻、辭、傳、傳文的音韻之陰陽56⋯ 等等，以觀《易》之象

數，詮《易》之文辭、論《易》之微旨。總之，就是要求一種諸項目之間

「全方位」式的「綿密無間，互通互證相發明」，其所以如此出發的大前

提正在於：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凡世界所有，

                                                 
54 《讀易雜識》‧p26 
55 這種傾向貫穿全書的方方面面，幾乎沒有例外。 
56 指「聲應卦」，是端木國湖於其《周易指》中所自定的新「易例」，杭氏引以為說。細節詳後。 



無遠近，無古今，均不能出於易教之外。57 

 

這種企圖貫通「古今中外，世界所有」的「一切」來講論《易經》的

傾向與實踐，可以說是象數派發展到後來的極端典型58；此中，又最為強

調《周易》「象數」與《周易》經傳文之間那種其實並不存在的，二者之

間的絕對必然性為基本傾向及前題。這種象、數、辭三者不可離的觀點是

「杭氏易學」之中極牢固的一個重心思想，尤其是在對易學經傳的詮釋方

法上，主張「全方位」的因素一起貫通起來，共同為一字一句的解釋，發

揮各自的作用。我們只要從他教人怎樣去觀「象」的提示59、他指導初入

門者讀易之次序60、或對 64卦卦名61的解釋，就很可以見其一般了，乃謂： 

 

孔子贊易，身逢亂世，行微言遜，有因時忌不能顯言者，不得不

以微言大義隱寓於象數之中，與春秋同一例也；後人不察，悉以

文字求之62 

 

姑暫且不論〈易傳〉其實並非孔子所作63，就算真是孔子所作以贊《易》的

話，他真的會「以微言大義隱寓於象數之中」，且如杭氏所謂的「綿密無間」，乃

致於「一字一句皆與象數密合無間」嗎？這是相當令人懷疑的一件事。因為根據

現在比較可靠的，關於孔子在《論語》中有關於《周易》方面的記載，只有兩條，

而且其中還頗顯示出，孔子似乎比較以卦爻辭中的義理方面為主，而無一語及於

象數；又《繫辭傳》中所作的所謂「三陳九德(卦)」，以及針對經文中十八條爻

辭的推闡而言，更明顯的可以看出，孔子是引這些卦爻辭中的某些部分，來作純

粹義理與人事方面的闡發推衍，可以說是連一點兒有關「象數」的敘述都找不到。 

 

                                                 
57 《學易筆談》初集，p211。 
58 杭氏甚為推崇，且時時申述其意的端木國湖及沈善登等人，也是象數易派發展到清末時的典
型；杭辛齋在他們的基礎上再往前走，則更為典型而幾乎趨於極端了。 
59 《學易筆談》初集‧p54；杭氏「觀象法」詳後。 
60 《學易筆談》初集‧p45〈讀易之次序〉，教初學者由〈說卦傳〉入手，次繫辭，次上下經、
次卦位卦德爻位爻德、次⋯ 次次 ⋯直到卦爻象與文辭全然「貫通」，才起碼算是讀懂了。 
61《易楔》講「卦名」的那部份，p62 
62 《學易筆談》初集〈述旨〉‧p3 
63 《易傳》七篇乃陸續成書於戰國中晚期，非孔子所作，幾已成為今日學界的定論。 



如此，經由上述《論語》以及上、下《繫辭傳》中的這些現存資料推

測，其最明顯也最合理的結論，應該是孔子不但沒有「以微言大義隱寓於

象數之中，與春秋同一例」，反而應該是借《周易》經文來闡發儒家的義

理，對於經文中所謂「象數」，反而是不太感興趣的，其大意也正是「以

文字求之」而已；如此，則孔子就更不可能像杭辛齋所說的那樣，曾用過

一番深遂的苦心去細裁文辭，以與經文中的象數部份「綿密無間」，且「無

一辭一字虛設」的「全方位」、乃至於與整部《周易》「全方位地密合牽動」

的、彷彿具有「全息性質」的七種傳文，來從事那種在杭氏的主張裡，我

們看來倒像是制謎遊戲一樣的行為──即「以微言大義隱寓於象數之

中」。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來，是杭辛齋把在《易經》詮釋中主

「義理」傾向本極為明顯的事實，給顛倒了過來，使用牽強而不具信服力

的方式，硬把孔子幾乎說成是一個「典型的象數大家」了，這就違背了最

起碼的歷史事實。由此，順著這樣的邏輯思路，他會提出以下說法也就非

常地順理成章了：  

 
孔子贊易已明白言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聖人立象以

盡意，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是書之所未言者，固

當求之於意；意有所未得者，故當求之於象；象有所未盡者，當

變通之以盡其利，易之道始 應用不窮64 

又 

初集刊布，朋自遠來，往往以只言象數，不談身心性命相責，但

愚尚以象數未明為憾，果象數通解，則身心性命之理，胥在其中，

更無待言說為也65 

又 

 
名位象數，互相因緣，不能相離，不知名其何以知易66 

 

                                                 
64 同上注 
65《學易筆談》初集〈述旨〉‧p5 
66《易楔》卷 2p63 



統由以上所舉論，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幾乎貫穿《杭氏易學七種》中

的那種極為典型，乃至趨於極端的「象數學派」的強烈特色；並此傾向背

後的，對孔子與《周易》之間關係的「想當然耳」、「違背基本史實」等出

發前提。 

 

(四)《易》為明道、濟世的致用之書  
 
統觀《杭氏易學七種》，我們還可以明顯地發現它的另外一種傾向，

即通過對孔子(聖人)的景仰與推尊，不斷強調聖人通過《易經》以垂世立

教，而立教之大旨乃在於通過對「有」 (案：由於杭辛齋以《周易》為先

秦各家學術思想的總源頭，所以他認為，孔子是屬於「中」的層次，即「為

中人說法」，乃相對於老子通過闡明「天道」的「無」、屬於「上」的層次，

以及焦延壽、京房之學，乃通過推明「數術占驗」的「下」的層次而言，

主張三者皆不可偏廢，但特別重視與強調孔子的這一層「中」與「有」的

「明人道」)與對「中」的把握，對「時」與「位」微旨的闡明等，來達成

其「明道」以「濟世致用」之大旨，所以杭氏本身在研習《周易》、講論

《周易》的整個由始至終的過程，都貫徹著這種精神及信念，並懷抱一種

強烈的使命感，即是意欲通過《周易》偉大「微旨」之復興及推廣，來達

到「明道」、「濟世」及「致用」的目標，以垂續那幾近「中絕」的聖學，

並期能挽末世之狂瀾、正人心之頹弊，遏人慾之橫流；更進而欲使中國人

能找到自己藉以安身立命，不假於外求的一條「聖學大道」，此大道即是

杭氏眼中，中國文化之「大本大源」之道，「易道」是也，其言謂： 

 

世道凌夷，聖學中絕，人慾橫流，罔知紀極。謹愿之士，苦身心

之無所寄托，蒿目時艱，恆懷消極，或附托西教，或歸向佛門，

而仙靈神鬼，導引修養，及飛鸞顯化之壇宇，遂遍於域中。形附

影從，是丹非素，不知我國固有之學，貫澈天人，足以安身立命，

保世茲大，概群籍而羅萬有者，悉在此一畫開天，人文肇始之易

經。存人道，挽世運，千鈞一髮，絕續在茲，弘道救世，責無旁



待67 

 

由此可見，通過研究《周易》以垂續「聖學」、闡明「易道」(「明道」)，

以達成「致用」、「濟世」的目標，乃是「杭氏易學」最高的宗旨與目標之

所在。因此這個重點被反復地強調，相關文字也幾乎遍布於《杭氏易學七

種》的各章各卷之間。以下所引，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68，卻最具典型

性的代表： 

 

孔子生當衰周，五霸之功已杳，浸浸乎由功而降而尚力，至惟力

是尚，弱肉強食，人道或幾乎息矣，故孔子贊易以存道69 

又 

孔子贊易，以明人道，而立人極，以參天地之化育，故特注重三

四中爻70 

又 

孔子以易立教，示人以用世之道，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 禮與

信者，仁義之器也，皆入世之道也71 

         

觀諸之前各部份的論述，並以上數則句例，而推及其餘，則《杭氏易

學七種》著作之所由生，並杭辛齋及其「杭氏易學」治《易》之樞要與宗

旨，亦庶幾近之而得之矣！從本章這一節以後開始，將舉出《杭氏易學七

種》中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內容，引述其各自相關的部份作為典型的例

子，以與本節「樞要與宗旨」的部份相證明，以期能相對完整而有據地，

為《杭氏易學七種》作一個本論文最後的評價與總結。 

 
案：關於內容的部份，由於其文過繁而不能遍舉，僅取其中論者認為具有

代表性的典型部分，且擇其精要、援以為例，以通證其易學之大旨；特此

                                                 
67《學易筆談》初集〈述旨〉‧p6 
68 如《學易筆談》初集卷二中的〈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及《易楔》中〈明爻〉部份，幾
乎通篇都在闡述這個道理(孔子以《易》立人極而明人道，特重三、四兩爻等)，觀原文可知。 
69《學易筆談》初集‧p6 
70《學易筆談》初集‧p59 
71《學易筆談》初集‧p66 



再案。 

 

 
第三節  圖書之學 
 
杭辛齋謂： 

 

易注自宋以前，未嘗有圖也，逮周敦頤傳陳希夷太極圖而為之說

72，遂開理學之宗，但圖與易猶不相屬也；至朱子本義，取邵子

河、洛、先後天八卦、大小方圓各圖，與其改訂之卦變圖，弁諸

經首，歷代宗之，自是圖與易相為富麗，後之說易者，無不有圖

73 

 

易學發展到了北宋，才由劉牧、邵雍、周敦頤等人，開始創出各種圖

式來對《周易》進行新的詮釋、引申或發揮，導致易學史從此起，進入了

另一個發展與演進的階段，即一般易學史或思想史所稱之為的「宋學」的

這樣一個階段。與之相適應的，就是北宋以降，肇始於劉牧的河洛之學及

其圖式(圖九書十)、肇始於邵雍的「先天」、「後天」之學，並因而隨之誕

生的「先天四圖」與「後天二圖」這六個圖式，以及由一般被認為是宋明

理學開山鼻祖的周敦頤，為了推闡、開闢儒家的形上基礎 (由宇宙以至於

人的生成之所由來)，以與釋道兩家相抗衡而創造出來的「周子太極圖」。

這些圖式逐漸流衍傳布，影響日深，也被許多著名的學者加以認真對待。 

 
然而，此中的關鍵尤在於南宋的時候，這些圖式被「集理學之大成」

於一身的一代宗師──朱子等人加以推闡發楊，不但作《太極圖說通書解》

以精解精校周敦頤的學說與圖式，更與其亦徒亦友的學生蔡元定，合著《易

                                                 
72「周子太極圖」並非源於道教，乃是周敦頤所自創，道教諸類似之圖，反而晚出，反過來應該

是它們皆模仿「周子太極圖」而來。詳見李申《易圖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2月。 
73 《易楔》p1 



學啟蒙》，對劉牧的河洛學加以疏通訂正( 改作「河十書九」，並加以詳明

的解說，且析論其數與八卦的關係等)，影響日遠；最後更取此河洛二圖、

並邵子大橫圖、小橫圖、方圓圖、先天方位圖、後天方位圖、先後天次序

圖以及朱子自己改良過了的「卦變圖」，凡九種，共刊列於其晚年最重要

的易學的經典代表作 ── 《周義本義》一書的卷首，從此更是流風所及，

無遠弗屆，並因其書自宋末元初以降，被歷代統治者推為一尊，列為經學

中《易經》一書的標準定本兼唯一權威，凡科考之用，皆奉之以為圭臬；

如此，則更導致了自元朝以降，歷明朝清朝而至今仍興盛不已的一門易學

新領域──「易圖學」。經過數百年的流傳以及歷代易學家們對他們的進

一步研究、推衍及無數易圖的創發與開新，到了清末民初，也就是杭辛齋

治《易》的那個年代，「易圖學」早已成為一門極為成熟且洋洋大觀的易

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了。 

 
漢學家雖力攻河洛、先後天之名，而其為說，仍不能廢陰陽四象，

及五行生成，九宮變化之義，而為之圖者，且層出不窮；蓋數理

繁賾，卦爻錯綜；表之以圖，說乃易明。故學易者先辨圖書，識

其陰陽生化之源，奇偶交變之義，而後觀象玩辭，有所準的，不

致眩惑歧誤而靡所適從，亦事半功倍之一道焉。74 

 
杭辛齋作為典型的象數易學派中的一員，對幾種重要的易圖可以說是

非常之重視，其中又以「太極圖」、「河圖」、「洛書」三者為最，因而在其

講論易學的首部作品(《易楔》)的第一卷，即首列〈圖書〉為名，對以上

三類主要的易圖加以引述及討論，並提出自己的心得，並添加了兩個所謂

「二八易位」及「二五搆精」兩圖，作為殿後。此外，於《學易筆談》初

集、二集以及其他篇章的討論之中，又都時時涉及到關於此三、四類主要

易圖的談論或引述，但其意思都是一貫的。因此，本節以《易楔》第一卷

為主，並參考散見其他各處的相關部分，來探討「杭氏易學」中的「圖書

之學」這一部分。 

                                                 
74 《易楔》p1 



 
最後還要提到的一點是，為杭辛齋所推崇與贊許，乃致於引述或借用

其人其書來加以講論《周易》的幾位易學家75，尤其是明代的來知德、清

代以降的江永、焦循、萬年淳、紀大奎、端木國湖、沈善登等人，他們不

但皆可被歸屬於圖書象數學派，而且他們的《易》類著作中，往往都是圖

文並茂，慣於以大量或引述、或自創的《周易》新圖，結合於卦爻象數一

起進行對經文、傳文的詮釋或發揮，以求取卦爻象數與經傳文之間的那種

「必然關係」(他們對這種必然關係是確信而不疑的)為指歸，這也正是易

學象數派的基本特徵之一。今以上面所列舉的，對杭辛齋而言甚為推崇與

時時引述、借用其圖其說，用以講論《周易》的各家之著作為例，即可見

到他們之重視各種易圖的傾向：─ 

 

(1) (明) 來知德《周易集注》76 

從以正式詮釋經傳文的部份為界，前此有「諸圖目」(p23-p61)，後此

有「補遺目」(p509-p631)兩大部份，今以兩部分合計之，凡有 36 種以上

的圖式。 

 

(2) (清) 江永《河洛精蘊》77 

從 p29的「河圖」、「洛書」開始算起，至 p323的「圖書五奇數應五

藏部位圖」為止，據本人之統計，共有 58個圖式。 

 

 

(3) (清) 焦循《易圖略》78 

此屬《雕菰樓易學》三種之一，從卷一至卷五，分別有「旁通圖」、「當

位失道圖」、「時行圖」、「八卦相錯圖」、「比例圖」凡 5種 (p1162---p1190) 

                                                 
75 詳見《學易筆談》初集〈宋人之易學〉、〈元明之易學〉、〈勝朝之易學〉。 
76 此以本人所採用的《來注易經圖解》本為準‧武陵出版公司‧2000年 10月版。 
77 《河洛精蘊》‧武陵出版公司‧2001年 4月 
78 《易圖略》‧皇清經解易類匯編本‧藝文印書館‧民 81年 9月再版。 



 

(4)(清) 萬年淳《易拇》79 

由〈圖說‧一〉的「河圖中五圖」算起，至〈圖說‧八〉的「子宮三

十度配卦星圖」為止，共有 136圖 (p1--- p445)；附帶要指出的是，杭辛齋

《易楔》中所列的「十二月辟卦圖」等四個圖式，即由此書中 p267---p270 

中的四圖，直接轉錄而來。 

 

(5)紀大奎《易問》、《觀易外編》80   

《易問》一書，於 p304、p305、p314、p315、p324、p332各有 1圖，

共 6圖；《觀易外編》自 p5「摩蕩圖」算起，至 p328的「卦變圖」為止，

共有 94圖式；合兩書之圖，則總共有 100個圖式。 

 

(6)端木國瑚《周易指》中的「《周易圖》5卷」部份81 

此書自 p581「易有太極│圖」算起，至 p661的「未濟圖」，共有 228

個圖式。 

 
案：杭辛齋《易楔》中有許多易圖，即直接由此書中諸圖轉錄而來，據本

人統計對比如下： 

 
1「天地人六爻三極圖」《易楔》p192、p193‧引自端木國瑚《周易圖》p590； 

2「八卦正位圖」《易楔》p197、p198‧引自端木國瑚《周易圖》p590； 

3「六爻定位圖」《易楔》p199‧引自端木國瑚《周易圖》p589； 

4「爻位體用合圖」《易楔》p200‧引自端木國瑚《周易圖》p590； 

5「六位時成圖」《易楔》p201‧引自端木國瑚《周易圖》p592； 

                                                 
79 本人所用的版本，乃老古文化事業公司，據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珍藏善本，印作《周易圖經廣
說》(上)(圖說)、(下)(經說)兩部份；以上統計的頁數，即以(下)(圖說)的部份為準。1999年 12月
三版。 
80 此《易問》及《觀易外編》二書，皆由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出版，1999年 1月。 
81 《四庫未收書輯刊》6th輯─1，據(清)道光刻本收錄全書；《周易圖》5卷，收於 p581--p661，
政大社資中心‧圖書部 藏。 



6「天地人六爻往復圖」《易楔》p204‧引自端木國瑚《周易圖》p594。 

 

 

(7)沈善登《需時渺言》82 

自 p265右下角之小圖(無名稱)算起，至 p556的卦圖為止，約共有 138

個圖式此外，《沈氏改正揲筮法》中的「歸奇四十九式圖譜」，即杭氏從此

書 p276(第 3卷〈原筮〉部份 ) 所直接轉錄而來。 

 

 

經由以上針對諸家《易》著文獻中，所含圖式數量所作的分析及統計，

我們可以發現，他們所引用的說易圖式，在數量上是很是可觀。由這種傾

向以推之於杭辛齋對他們的推崇與引介，我們就可以明顯的看到，包括杭

氏在內的這一群明末、清初以降的圖書象數派易學家們詮解《周易》經文

的共通習慣或共通性。 

 

一、 太極圖 
 
《周易》〈繫辭傳‧上〉有云： 

 

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

生大業  

 

 
自北宋周敦頤的「周子太極圖」開始，這段話中的「太極」一辭，才

終於有了某種「形象化圖式」的表達，這是第一種； 

 
至明初趙撝謙《六書本義》一書出，書中又首次提出一種他稱之為「天

                                                 
82 《續修四庫全書》本，據清光緒沈氏豫恕堂刻沈穀成易學本影印，政大社資中心‧圖書部 藏。 



地自然河圖」的圖式(此即陰陽互回的「太極圖」或俗稱「陰陽魚圖」者)，

而後來此圖流傳得很廣，又被道教所採用，流行於廣大的社會之中，最為

有名，是為第二種( 但許多人總以為是道教的圖，而不知其其實首先是作

為易圖而存在；直到今天，也只能考出，其首次出現的時間是在明末，即

趙撝謙的書中)。 

 
到了明代來知德著《周易集注》的時候，又明言自創，並發表了另一

種太極圖的圖式，稱為「來氏太極圖」；由於是受到以上第二種圖的影響

及啟發而來，所以兩圖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所以來氏又將第二種圖，

即「陰陽魚圖」稱為「古太極圖」。 

    

以上這三種圖式，是歷代以來許許多多的「太極圖」中，最具代表性

且最為人所重視的三種，因此，現在一般談論「易圖」中「太極」這一部

分，幾乎都以以上這三類圖式為主； 

 
杭辛齋也同樣在其「圖書之學」中的「太極圖」部分，率先分析了這

三種通行的所謂「太極圖」，更強調了他認為「太極不可有圖」的堅持，

以及對這三種廣為流傳的「太極圖」，並不十分感到滿意，認為它們的圖

象雖精巧，但並不能符合〈繫辭〉中「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四

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業」這段話的精義；於是，他經過審慎的

考慮之後，提出應以端木國瑚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一個極簡明的圖

式，來對〈繫辭傳〉這段話來作詮釋，才是最為合適而熨貼無間。 

 

首先，杭辛齋反復強調了他主張「太極不可有圖」的主張： 

 
〈繫辭〉「易有太極」；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極者，

至極而無對之稱；三極者，天極、地極、人極也。所以異於三極

也；極既無對，極而益之曰「太」，則更無有可以並之而尚之者

矣。是以太極者，立乎天地之先，超乎陰陽之上，非言詞擬義所

可形容。蓋狀之以言則有聲，有聲非太極也；擬之以形則有象，



有象非太極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庶或似之。然

「無」字為「有」字之對，有對亦非太極也！孔子於無可形容擬

義之中，而形容擬義之曰「太極」，可謂聖人造化之筆，更無他

詞足以附益增損之矣。然而有太極之名，似亦非太極之真諦，乃

無礙其為太極者，則以太極二字，均無物質無精神可言，更無其

他詞義足以相並對，可以謂之名，亦可以謂之非名；此聖筆之神

化，所以不可思議也，夫焉能又為之圖？自周子而後，相傳圖有

三，於是「太極圖」三字，流播環宇，幾於婦孺皆知，以訛傳訛，

恐學者認「太極圖」為太極，則是非混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而象數終無以明矣。83 

 

杭辛齋於此段之中，首先說明了「太極」二字的本義是由「至極而無

對之稱」的「極」字與「太」字組成，而「無對之稱，極既無對，又極而

益之曰『太』」，那麼就更是沒有可以與之相對待的任何對象了；所以這個

既「異於三極」，又「立乎天地之先，超乎陰陽之上」的絕對的「太極」，

也就「非言詞擬義所可形容」了；用「言詞」這種相對來說「形象化」還

比較弱的方式去企圖形容它尚且不可，更何況是用「圖」呢！所以杭氏為

了「恐學者認「太極圖」為太極」，而導致「是非混淆，差以毫釐，謬以

千里，而象數終無以明」的結果，便先以流傳的這三個通行圖式為例，加

以個別的說明與批評，以相印證於其「太極不可有圖」的主張；最後再提

出他認為雖不盡妥，但最接近理想的，端木國瑚所提出來的「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的圖式。這裡的討論，可以反映出杭辛齋對「太極」一辭的觀念

及根本看法。 

 

(一) 論周子太極圖(圖見《易楔》p4) 

 
一、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自是精妙，但這圖式於「太極」之再加上「無

極」一圈，又曰「無極而太極」，則很是不妥，有語病： 

                                                 
83 《易楔》p2-p3 



 
周濂溪始為太極圖，又於太極之上添一無極，曰：「無極而太極」，

後儒因之，遂以太極為第二位，似乎太極之前更有一無極之圖，

恍然在於心目間者，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 ⋯ 太者，至尊無上

之稱，原以對三極及其它諸極而言⋯若云：「無極而有極」則可，

云：「無極而太極」，則文不當而辭不順也84 

又   

周子但為之說，並將上下次序略有修改而已。首曰「無極而太極」，

終有語病85 

 
由以上引文可見，杭氏認為周敦頤於太極之上加一「O」，又說「無極

而太極」的話，是根本誤解了繫辭中「太極」二字之本義，同時也是有語

病的，正所謂「文不當而辭不順」，並不是一個很正確的表達「太極」之

圖。基本上可以說，杭氏對這個圖是持否定態度的。 

 

二、此圖淵源於道家(道教) 

 

圖載周子《通書》，濂溪得自陳希夷，希夷得自《道藏》，唐真元

妙品經已有此圖⋯可見此圖相傳已古，宋儒恐其出自道家，有異

端之嫌，故諱希夷而不言，謂周子之所發明，其實可以不必也86。 

 

杭辛齋認為此圖「相傳已古」，並不由北宋的周敦頤所自創，這是因

為，他根據清代著名樸學家毛奇齡的考證，也同意《周子太極圖》乃是出

自道家，可以由陳摶而上溯其源，直到東漢末年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

並依毛奇齡之方法，以五代年間彭曉所注的《周易參同契》中的附圖為據，

還指出唐代《道藏》中的《真元妙品經》已有跟「周子太極圖」「極為相

似而略有不同」的現象為證，證明周氏之圖乃修改轉源於道家： 

                                                 
84《學易筆談》初集p195 
85《易楔》P6、p7 
86《學易筆談》二集 p74 



 

周子此圖，出自陳希夷，宋儒諱之甚深，然希夷亦非自作也，實

本諸《參同契》；彭曉注《參同契》，有〈明鏡圖訣〉一卷，毛氏

奇齡曰：「參同契諸圖，自朱子注後，學者多刪之；徐氏注本已

亡，他本龐雜不足據，惟彭本有水火匡郭圖、三五至精圖、斗見

子午圖、將指天罡圖、昏見圖、晨見圖、九宮八卦圖、納甲圖、

含元播精圖、三五歸一圖；今周子之黑白分三層者，即水火匡郭

圖也；其中間之水火金木土，即三五至精圖也。惟圖式雖同，尚

未有太極之名也；考(唐)《真元妙品經》，有太極先天圖，合三

輪五行為一，而以三輪中一「O」，五行下一「O」，為太極，又加

以陰靜陽動，男女萬物之象。凡四大「O」，陰靜在三輪之上，陽

動在三輪之下，男女萬物皆在五行之下，則與周子之圖名義皆

同，但多「先天」二字耳！然則此圖，自道家傳出，已無疑義87。   

 

又以「朱陸太極圖之爭」為例，指出宋儒為了自劃清與道教的關係，

而不斷為「周圖源於道家」這個事實，曲為迴護；杭氏認為這是大可不必

的： 

當時陸象山已有疑意，與朱子往復辯論，累數萬言；朱子雖曲為

迴護，並於〈太極圖說‧注〉中說明，謂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

但其圖明明太極之上有「無極」，其說終不可通也。其作《本義》，

取邵子先天諸圖，而不以此圖列諸卷首，殆亦有所悟歟88？  

 

 

案：李申先生《易圖考》89一書，以紮實的材料和證據，嚴謹的方法，已

推翻了「周圖源於道教」這個幾百年來幾乎已成定論的陳說，並指出

毛奇齡的考證結論是錯誤的；略舉其結論如下：(詳細的論證過程，可

參考原書90) 

                                                 
87《易楔》P5、p6 
88《易楔》P6、p7 
89《易圖考》，李申‧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2月。 
90 第一章〈周氏太極圖源流考〉，《易圖考》p1—p61。 



 

1、「周子太極圖」乃周敦頤自己的作品； 

2、〈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91出於周敦頤之後；《周易參同契》彭曉注本及

其他注本中，並無「水火匡郭圖」或「三五至精圖」，毛奇齡的說法不

可信； 

3、清儒黃宗炎所說的「無極圖」傳授係統，是無據的；他說陳摶曾刻「無

極圖」於華山石壁的說法，也是無據的；陳摶應是屬於儒者才對； 

4、其他流傳寄載的，關於「周子太極圖」淵源的說法，如源於佛門壽涯、

源於密宗〈十重圖〉、源於白玉蟾等說法，皆不能成立。 

 

經由李申先生的詳實考證，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否定「『周子太極圖』

源於道教」這麼一個說法了；而杭辛齋在這裡誤信了毛奇齡的結論，所以

他對於「周氏太極圖」淵源的種種說法，也是錯誤的；至如「相傳以古」

云云，則是杭氏慣用的「想當然爾」式的推理方式。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

他這種輕信神話、傳說或相傳之「陳言故語」，並接著用「邏輯之飛躍」

以得出自己信以為真，並作為下一步推論的「邏輯起點」的論斷習性或作

風，使得他的許多說法都屬於主觀的臆斷，或流於令人難以相信與接受的

程度嚴重；而且不只此例如此，下一段論〈古太極圖〉時又說： 

 
此圖流傳甚古，蘊蓄宏深，決非後人所能臆造92  

 
又〈老子之易〉93一文中也說： 

 

老子出關，必挾圖書以西行，故今日所傳《易》之圖象，皆出道

家，皆出於川陜者為多，當為老子之所遺，無可疑也 

 

像這種似是而非的，夾雜了不知道有多少重神話、傳說、流言，再加

                                                 
91 其本名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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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讀易雜識》p4 



上杭氏本人「想當然耳」的「理推」⋯ 而來的「論斷」(實是「臆斷」)，

在「杭氏易學」中實在是在所多有，常常得見的；不用舉出客觀證據、或

者以他自己據「邏輯飛躍」而導出的「論斷」為前題，再往下一步繼續「飛

躍」→「論斷」→「再飛躍」→「再論斷」→ ⋯以至於一環接一環的陳

陳相因，因果牽連下去；當他突然在某個地方突然停住，再重申前言的時

候，讀者也真的就會「霧失樓臺，月迷津渡」，無法跟著他再「飛躍」回

去最初的前題；就彷彿讀者的思路，於此時此刻成為一隻斷了翅膀的鳥，

再不能跟著辛齋一起「飛躍」了，或者說：再尋不著「最初飛躍的起點」

以及「沿途留下的標記」了。 

 
以上採用一種比較「描述性」的寫法，是為了強調杭氏的許多類似的

論斷，往往多具有上述的毛病，所以我們在採取或接受他的種種論斷之

前，應該時時提醒自己這一點。尚秉和先生謂杭辛齋及其易學曰： 

 

長於博覽而短於切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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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又 

甚矣其好怪也⋯未免好奇95 

 

可說正是字字切中了《杭氏易學》的要害之處。 

 

(二) 論古太極圖(圖見《易楔》p7) 

 

針對於「古太極圖」，杭辛齋主要認為： 

 
(一) 此圖也是道家所傳，遠源於老子出關時，因所攜帶之圖書，遺留於 

                                                 
94 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題要》，尚氏 7篇關於〈杭氏易學七種〉的提要。 
95 同注 23 



關中，後來才從蔡元定手理重新流出世面上來。 

 

此圖流傳甚古，蘊蓄宏深，決非後人所能臆造。大抵老子西去函

關，必挾圖書以俱行，故遺留關中，為道家之秘藏，自唐宋而後，

使逐傳布，要皆為三代以上之故物，無可疑也96。 

又 

朱子晚年頗信道家之說，既注《參同契》而悟其功用，知源流悉

出於《易》，必尚有秘傳之圖籙，為世所未見者，故囑蔡季通入

陜蜀以求之；季通於蜀得三圖，珍秘之甚，其一即今世俗見之太

極圖⋯狀如兩魚首尾之交互，北俗謂之陰陽魚兒者也(陰陽於之

魚自改為儀字，則其名甚當矣)此圖朱子已不及見，自元時由季

通子孫傳出，逮明初始盛行於世97。 

 
(二) 此圖所顯示之種種，與邵雍先天之學的陰陽消長變化相合： 

 

朱子發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三傳而至邵雍」，則康節之學，

實出自希夷，所演先天圖，陰陽消長，亦與此圖悉合，故又謂之

太極真圖⋯八方三劃之奇偶，與黑白之質，次第相應，深得陰陽

造化自然而然之妙98。 

 

  
(三) 此圖雖已被道教所習用，而且本與易道無涉；然而，卻可讓此圖的玩

閱者，對易道之「神妙不可思議」，亦能有所窺見其一般： 

 

今所盛行，僅蔡氏之一圖，以辟邪鎮惡之用，與八卦並傳，而無

遠弗屆；藉道家之力，與易道無關；然易道亦藉此而普披，使人

知此太極圖，尚非「易有」之太極，而辟邪鎮惡之效，已宏大廣

                                                 
96《易楔》‧p9  
97《學易筆談》二集‧p75 
98《易楔》‧p7,p8 



遠如是；則孔子所稱「易有太極」者，其神妙不可思議，更較此

當十百千萬也；道本無形，即物而寓，然則此陰陽交互之圖，雖

非太極，亦未始不可謂太極之理所寓也；因勢利導，使夫人而知

之，夫人而識之，豈非易道廣被之一助哉99？ 

 

(四) 此圖既已顯出黑白二色，即是兩儀已顯，該改稱為「陰陽儀圖」。 

 

狀如兩魚首尾之交互，北俗謂之陰陽魚兒者也(陰陽魚之「魚」字

改為「儀」字，則其名甚當矣)此圖朱子已不及見，至元時由季通

子孫傳出，逮明初始盛行於世100。 

 
案：李申先生的《易圖考》101，亦已將以上述杭氏所沿襲的舊論之中的其

中四個論點，俱已一一駁倒或指出其所得以成立的證據遠遠不足，譬如「此

圖由老子道家所出」、「蔡元定入蜀尋訪所得」，「康節之學出希夷」，「先天

學源此於此圖」四者，都已被證明不具有確實性；則舊論已倒，辛齋之所

襲以為言的以上幾個結論，除了第四個「改『魚』字為『儀』字」這一點

算是頗有新意之外，剩下的也都跟著傳統的誤說一樣，是不足以成立的。 

 
( 李申先生論證的細節與過程，詳《易圖考》，茲不贅 ) 

 

(三) 論來氏太極圖(圖見《易楔》p10) 

 
杭辛齋針對來氏太極圖，指出它乃是來知德因玩索「古太極圖」而有

所領悟，因此自創出這個圖來： 

 
此來瞿塘氏之圖，亦從古太極圖研索而出者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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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易楔》p10 



 
又 

來瞿塘氏自繪一圖，以明所心得，亦曰太極圖103 

 
此外，又認為它與上述兩個圖，都不能切確反映出「太極」的精義，

甚至於乃是「不相符」的 

 
圖像雖精，與孔子太極二字之義，實不相符104 

 
經由對以上三種圖式的不滿意以及不滿因由的申說之後，杭辛齋接下

來便要說明、推薦端木國瑚《周易指》中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圖，

來闡論此圖為甚麼要遠遠地優於其他，尤其是包括以上所論舉的三種通行

的〈太極圖〉。 

 

(四) 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圖(圖見《易楔》p12) 

 
太極既不可圖，然非圖又不足以明陰陽顯化之妙，是惟有捨太極

而圖兩儀，兩儀既明，則太極自立乎其先105 

 
以上這句話乃是杭氏主章用此圖的前題，即「太極」既不可畫，所以

只好從「兩儀」著手了： 

 
此端木國瑚氏之圖也，於文「日正為是」，下正北方，下而上直

日，日中影正，影正則左右自分為兩，左陽而右陰，故易於〈乾〉

之初爻曰「不見是」，於〈未濟〉之上爻曰「有孚失是」，全易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此一「是」為終始，其故可深長思也。

有│畫中央，便分兩列，〈繫辭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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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矣」；是則前坤左陽儀，右陰儀，從│生出，是太極，是兩儀，

一至二分，東西分南北至；是一是二，《易》陰陽生。不待再言

太極生兩儀，此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106 

 
杭氏在這段文字中已說得很清楚，即此圖中的關鍵在於「│」，它正

對應於傳文中「是生兩儀」的「是」字，豎貫當中，很自然地把此圓分作

很均勻的兩半，就好像「日中影正」一般，則陰陽等左右要素，也都可以

一一從之而顯了，這才正是〈傳文〉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原來意思，

而且跟第一條〈乾〉初九爻文言中的「不見『是』而無悶」及〈未濟〉上

六爻爻辭(最後一爻)中的「有孚失『是』」兩者，正相照應，因此更可謂之

為「貫徹全經」。 

又 

端木氏此圖，似較舊說更為明顯⋯太極二字之義，可瞭然矣。太

極之上，無能更加以字者，惟孔子曰「易有太極」，「易有」二字，

必須重讀，與〈序卦〉有天地有萬物諸「有」字，皆一氣貫注。

孔子贊易，皆是從有立說，故將有字直提至太極之上，曰「易有

太極」，而全《易》之生生不已，皆由此「有」字以發生者也。

繼之曰「是生兩儀」，此「是」字上貫「易有太極」四字，而下

徹全章，全易六十四卦，皆以此一字作骨107 

 

而順著前面第一節提到的，關於孔子以「有」立教的觀念，這裡又指

出，這個圖表示了孔子把「有」提高到「太極」之上，使這「有」字的精

義(生生不已)，通過「太極」而貫徹全經，使得全《易》的六十四卦，通

通都因為這個「│」之一豎，給貫徹，給全盤聯繫起來了。 

 
案： 從這個例子又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杭氏易學」那種意欲牽動所有的

因子，來加以貫通為說的傾象；然而這種做法，根本上卻是不符合易學史

中基本事實，從以下兩個理由，就足以明辨其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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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易傳》並非孔子所作，則杭氏之解說，又以〈經文〉、〈傳文〉揉合

在一起以為說，則肯定是說不通的； 

 
第二： 

假設〈易傳〉真的是孔子所作的好了，那他為甚麼不取第一爻爻辭的

第一個字，以及六十四卦最後一卦的最後一字，讓兩者相應相等呢？怎麼

又會一開始不取爻辭，而用〈文言傳〉(傳文)當中，處於中間的一個字，

而在最末一個又不取相對應的傳文，而是取諸爻辭中的最後一個字呢？ 

 
由以上二點可見，杭辛齋所謂的「太極圖新說」云云，又是相當迂迴

曲折，令人無法相信的一個牽強附會的例子；本人認為，這正跟他作為一

個典型的象數派易學家，欲以象數貫通全經文字的那種一貫的傾向，是分

不開的。 

 

二、河圖與洛書 (圖見《易楔》p18, p21) 

《周易》〈繫辭上傳〉： 

 

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 

 
自從北宋劉牧開始，以黑白點子的圖式來詮釋這句話，並分別出所謂

「河圖」與「洛書」，又經朱子、蔡元定等人對它們訂正、闡揚，並置諸

《周義本義》的卷首，視之為「八卦」的起源之後，流風所及，影響深遠，

自元以降，垂數百年的時間裡，各種詮釋、闡揚之作可謂不計其數；而這

兩個圖式，由於主要專門從「數」的角度來論《周易》，所以尤其受到象

數易學家們的垂青與重視，視之如珍寶，敬之若神明，諸如前面所提及的

紀大奎、江永、萬年淳等人，都不例外的擁有這方面的主要著作，如江永

的《河洛精蘊》，便是其中一部相當知名的經典之作。 

 



杭辛齋作為象數易學派中相當典型的一個，對於河圖、洛書兩圖，也

可以說是推崇備至的 

 

⋯ (指河圖、洛書)  所謂神變化而行鬼神者，無不與易義悉相

貫通，而彖象所不可解者，亦得以數象相證而通其義，雖未敢謂

此即古之河圖洛書，而數理之神化，則固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108 

 

有鑒於此，特闢此小節，對其「河」、「洛」觀作一個說明，以便更了

解他作為一個象數易學派學者的傾向性。 

 

一、論河洛之重要性 

 
杭辛齋屬於圖書象數易學派，前已履次申說；然而在「數」與「象」

之間，更為重視也更感興趣的，乃在於「易數」。既然河圖、洛書皆是以

十個自然數(即《易傳》中所謂「天地之數」)之間的排列組合及各種衍伸、

變化，所以杭辛齋不但把河圖、洛書看作是各種「易數」(如大衍之數、七

八九六老少之數⋯等) 的根本，還認為是「古今中外之種種算術」，包括分

別為東西方「數學聖典」的《九章算術》及《幾何原本》的總源頭，甚至

還包括了微積分等等，其言曰： 

辛齋⋯愚不自量，鑽研群籍，偶獲一隙之明，恍然易數非他，與

九章十書，初無二理，與西來之幾何原本，及近世之代數微積，

尤一一穩合；古今中外之種種算術，無不根本於河洛之百數，大

衍之五十，而古聖人相傳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不由於

契矩，即無不以數理為之節度；更悟孔門忠恕一貫之道，皆實有

其理，實有其數，非空言心性所能了解也109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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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實古聖帝王相

傳之心法110 

 
以上兩段的文字，更把聖人相傳的內容，理解為「契矩」、「數理之節

度」，更援引《論語‧堯曰》中的「天之曆數在爾躬」這句話為例子，把

「歷數」理解為類似於「易數」、「數度」，為相對有形而可據的對象。這

等於用以河圖、洛書為本的「易數」，看作溝通「道與器」、「形上與形下」

的中心；如此，則河圖、洛書在「杭氏易學」中的重要性，已是可以想見

一般的了。 

又 

欲探易道無盡之蘊，發千古神秘之局者，端在於是111 

 
此又以河圖、洛書為「探易道」的樞紐與關鍵，認為河圖洛書中，蘊

含有無窮的奧秘與精義，是非常需要去探討與鑽研的。 

 

二、論河洛的「存在」出於自然 (圖見《易數偶得》p22, p23) 

 

河圖之數，五十有五，洛書之數，四十有五，合之則一百；一百

之數任由上下兩角斜分之，必一為五十五，一為四十五 ⋯ 故四

十五與五十五，為天然分畫之界限，非人力所能增減112 

 

以上一說，乃以 10個單位為邊長的正方形，由中間用斜線分為兩半，

則一邊是 45，而另一邊剛好是 55，兩者各自分別屬於河圖之數與洛書之

數；杭辛摘取這個直觀的幾何方法，來說明 55與 45兩數「為天然分畫之

界限，非人力所能增減」113，以說明河、洛之出於自然，有本有據，還可

以從數學上得到證明。案：辛齋此說非自創，此說此圖，乃取自江永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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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精蘊》一書114 

 

三、論河洛體用 

 

其實河圖為體，洛書為用，河圖即先天，洛書即後天；河圖為體

而體中有用，洛書為用而用中有體。此即萬氏圖中，分圓分方；

方含圓，圓又含方之意也。歷代 ⋯ 均以洛書為用。115 

 
以上亦轉述傳統的權威觀點，即以河圖為體、為先天、為圓；洛書為

用、為後天、為方；並引萬年淳的河圖、洛書為例，強調說明二者之間互

相融通共貫，圓方互容的旨趣及特徵。 

 

四、論河洛之數與大衍之數 

 
合之一百為全數，全數之內，分陰分陽，當然陰陽各得五十，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而盈虛消息，即由此

一生生不已。116 

 
以上則以「大衍之數」，即五十，看作是由河洛之合數，即 55+45 = 100，

陰陽中分為一半而來；如此又將「大衍之數」與「天地之數」、「河洛之數」

三者給溝通了起來。 

 

(三)「二八易位圖」117(圖見《易楔》p33) 與 「二五搆精

圖」118(圖見《易楔》p37) 

                                                 
114 見《河洛精蘊》p143 , 武陵‧2001年 4月 
115《易楔》p30,p31 
116《易數偶得》p23 
117 原文請參見《易楔》p31—35。 
118 原文請參見《易楔》p36—37。 



 
杭辛齋在《易楔》第一卷中講論「河圖」與「洛書」的同時，又提出

了 兩個數字圖式，分別用以說明： 

 

(甲)「二八易位圖」 

──  洛書形成與致用的關鍵，即由「原數」中「2」與「8」相互交換它

們的位置，今依杭氏之意，分解其步驟如下： 

 
(1)杭氏首先提出，河圖與洛書中「數」的位置不同，乍看之下，好像各自

的 1與 6、3與 8兩組數不動不改，而各自的 2與 7、4與 9乃互換其位

置；然而卻不是這樣，實際上河洛兩圖，只有各自的 1、3、5這三個數

字不移動其位置而已，因為這三個數字屬於「天陽之生數」而不可動搖； 

(2)確定了不動的根本之後，杭氏提出一個他稱作「原數」的數字圖式，即

附圖 9中的上半部份，為順時針 1至 4、逆時針 6至 9，5數藏於中間； 

(3)在此「原數」圖式中，將 2與 8的位置調過來，就成了跟洛書的數字排

列一致了； 

(4)杭氏再從 2與 8這兩個數字的位置，在「先天八卦方位」(見附圖 3)中(依

此「原數」圖式為準，後同)分別屬於〈震〉卦與〈巽〉卦、在「後天八

卦方位」(見附圖 4)中分別屬於〈艮〉卦與〈坤〉卦； 

(5)「先天方位」中上〈震〉下〈巽〉，為〈恆〉卦，〈恆〉卦之〈大象傳〉

有：「立不易方」一句，杭氏認為這說明了 2與 8尚未交換之前的「體」

之情況，所以「不易其方」(體的描述辭)；反過來，2與 8交換位置之

後，卦象也隨之倒過來，成為上〈巽〉下〈震〉，為〈益〉卦，〈益〉

卦的〈彖傳〉中有「自上下下」、「天施地生」兩句，杭氏認為這說明

了 2與 8已經交換位置後的「用」的情況，所以「自上下下、天施地

生」(「用」的描述辭)； 

(6)「後天方位」中，2與 8分別為〈艮〉卦與〈坤〉卦，上〈坤〉下〈艮〉，

則合為〈謙〉卦；〈謙卦‧大象傳〉中有「裒多益寡」之語、〈彖傳〉中

又有「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等表示「取平均、平衡、公平



之意」的語句，也是表示「入用」之辭也； 

(7)以上即杭氏所謂的「原數中的 2與 8的互易其位，以成洛書之用」的過

程及其所以然之理。 

 

 

(乙)「二五搆精圖」 

──  周敦頤《太極圖說》中所涉及的「2」與「5」兩數的位置交換問

題。 

 

 
(1)杭氏首先提出，周敦頤《太極圖說》中所涉及的「2」(二氣)與「5」(五

行)之間存在著奧妙，因為《太極圖說》云：「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2)杭氏又提出一個如圖 10上半部分的圖式，也稱為「原數」，由底部的 1

開始，順時鐘方向，可以數到 8； 

(3)由於此「原數」圖式的左右兩邊分別是 2與 3、5與 6兩組數，而兩組

各自的和為 5與 11，並不等同；杭氏認為這種「不等同」會導致「無從

化生」的局面；所以把「原數」圖式中的 2與 5交換位置之後，則左右

各自的和，就都一樣等於 8了，「化生之機」就能夠順暢進行了。 

 

 

 

杭氏最後還總結說： 

 
二、八合十為土，二、五亦合十為土，陰陽生化，因以不窮，數

似淺而義蘊極深，二千年來無人道破，曾於此用苦功者，必當悉

作者之苦心也。 

 

由杭氏對以上兩圖的「創造」，更能窺視出圖書象數學派將先後天方

位、經文傳文、河圖洛書、陰陽五行等諸多因素一起結合起來，共同詮釋



或研索易學問題的傾向。於是，結合之前杭辛齋對四種「太極圖」的見解

與講論，再經「河圖」、「洛書」以迄於眼前這兩個「二八易位」、「二五易

位」兩圖的創發之情況及情由，我們基本上就可以掌握到「杭氏易學」中

「圖書之學」的根柢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