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杭氏易學的主要內容撮要(下) 

 
第一節 易象之論： 

 
杭氏易學是屬於極為典型的象數學派，其對整部《周易》的詮解與推

闡，都是緊緊圍繞著「象」與「數」這兩個堅實的基柱，視之為《周易》

的根本，而凡是皆由此根本而來。從以下這一段話便可以看得出來： 

 

易以道陰陽，原本天地之數，以著天地之象，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非數則無以見易，非數即無以見象，未有象不明而

能明易者也。1 

 
以上一段話，即將象、數與《周易》之間的絕對關係表露無餘了。有

鑒於此，本節將著重討論杭氏易學中有關這兩個根本要素，也就是「象」

與「數」二者，在其易學中所呈顯出來的涵義及重點。 

   

(一)「象」的重要性 

 

杭氏易學之中，「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根本基柱，於《杭氏七種》

之中不斷得到強調與闡發，幾乎散布在原著中的各個部份：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象足以盡物，物不足以盡卦。《易》〈說卦〉

於象曰：「其於物也」、「其於人也」，亦舉一隅而已；觸類旁通，

非列舉所能盡也。2 

 
由以上引文可見出，杭氏認為易象足以「盡物」，而「物」卻不足以盡象，

                                                 
1 《學易筆談》初集卷三，p129。 
2 《學易筆談》卷三，p150。 



兩者之間那種主從式的的涵蓋關係，已是不明而喻；在杭氏看來，易象足

以涵蓋一切，其特質是近於無限的，囊括了與《周易》有關的一切方方面

面： 

夫《易》之彖爻，無一不根據於卦象而演繹者也。有象所有而彖

爻或略而闕者有之矣；未有象所本無，而彖辭爻辭憑空增入者也

3 ⋯須知聖人〈彖〉〈象〉之辭，皆根於卦象，無一字之虛設，無

一義之虛懸，即假借之虛字，亦均與卦象有關。4 

 

在以上引文所呈顯出來的前提之下，《杭氏七種》之中對「易象」的

推闡、窮究及以「極深研幾」的精神對之進行深入而廣泛的討論；其中最

為集中而典型的體現，可以舉《學易筆談初集》中的〈象義一得〉為例，

本文以26頁的巨大篇幅，極其精細入微地討論了許多易象的根本問題，尤

其以〈說卦傳〉中的一百多個附於八卦之下的各種象為題，進行了極其深

入曲折的深析。此外，由《易楔》中〈卦象〉一篇對「象」所作的羅舉與

細分── 大象、本象、廣象、逸象、補象、參象、五行象、意象影象等

看來，杭氏對於「易象」在易學中的重要性與關鍵性之重視與強調，自是

不言而喻的了，這也充份地展現了一個典型的象數派易學家的鮮明之特

色。 

 

(二)觀象的原則與方法 

 

《周易‧繫辭傳》：「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歷代以來，「觀象玩

辭」便成為想要進入《周易》、理解《周易》者讀《易》研《易》的過程

中最為基本而切要的途徑與要求。杭辛齋對易象的重要性及關鍵性既如上

述所云，有如此這般的強調與重視，所以在它的著作中，「觀象」便成了

一個很重要的功夫，並針對這個問題，對學易者進行了詳細的解說與引

導；首先，在〈象義一得〉這篇專門論「象」的文章中，一開頭就為「言

                                                 
3 《易楔》卷三。 
4 《學易筆談》卷一，p57。 



象者」說法，從原則上對「觀象」的基本面作了至為完整的提點與全面的

觀照： 

 

凡言象者，不可忘易之義⋯凡言象者，不可忘其數⋯凡言象者，

不可不明其體，體者用之主也⋯凡言象者，不可不視其所以⋯凡

言象者，不可不觀其所由⋯凡言象者，不可不察其所安 ⋯凡言

象者，不可不明消息⋯ 言象之大要如此，故夫陰陽之順逆，五

行之休廢，氣數之盛衰，均不可不辨焉！5  

 
以上這一段，強調了「言象者」必須全面的聯繫著《周易》之全體來

看，其中「易之義」指《周易》的陰陽體用大義(不易、變易、交易等)；「不

可忘其數」指觀象時必須與「數」緊緊聯繫在一塊兒，不可相離；「不可

不明其體」的「體」指該卦中為主的那一爻，即卦主；此外，以下「視其

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明其消息」等，即從卦主(主爻)與其

他爻的比應關係、之卦所由來之處、主爻之所在位之當否，以及陰陽盈虛

消長的狀況等等，做一種系統的、全方位式的掌握與察考，之後還要參考

於陰陽五行氣數之類的要素；總之，像這樣從內到外地全面把握各種要素

及完整的視角，便是「杭氏易學」的觀象之原則，這跟他一貫的對易學講

求「全方位觀照」的傾向與信念，是非常一致的。 

 

以上論述了杭氏所主張的「觀象原則」；然而在具體的觀象之方法與

實踐方面，杭氏也在〈觀象之方法〉一文中給予了詳盡的說明與指導： 

 

卦序→  卦名→  詳玩內外卦之卦象→  詳究六爻之象→  驗諸爻

辭、象傳 → (有所出入或不符合)則再輔以種種易例(中爻、互卦、反

卦、對卦、上下交易卦等)→ (再不可得或不合)則再將本卦之方位與先

後天八卦之方位作比對。6 

 

                                                 
5 《學易筆談》初集 p124--p129。 
6 詳見〈觀象之方法〉，《學易筆談》初集卷一。 



上面這個標示圖乃是筆者由此文中簡摘出來的，大體反映了杭氏所主

張的觀象之方法及其步驟。從這裡可以看出，杭氏堅決相信，通過結合以

上所列之各項要素，通過層層遞進的方式，由卦序開始，通過卦名、卦象、

爻象以至於各種易例及先後天八卦方位與該卦的位置比對等，一定可以把

某卦卦象與其它因素(尤指卦爻辭)之間的「必然關係」給找出來，使之一

一得到最熨帖的著落和安置，致令全《周易》中的卦爻象及卦爻辭之間，

都可以得到解釋以及某種「密和無間」的必然性，以達成「逐卦逐爻象義

相合，如按圖而索驥」7的完善性： 

 
聖人彖象之辭，皆根於象⋯精細致密，剖析毫芒，故讀《易》必

須字字咀嚼，字字反復推求，方能得聖人之意於萬一也。8 

 
然而，細觀其所提出的觀象的步驟或程序，無論其前提(辭、象之間必

然性的前題)是否能令人接受，但就其目光的全面與步驟上的清晰完整看

來，真是對這個問題下了很深、很大的功夫，其所主張的「極深研幾」之

精神，從這裡可謂得到了充份的體現。 

 
 
第二節  易數之論 
 

(一)「數」的重要性 

 
「數」在辛齋易學中也是一個重要性不亞於「象」的一個關鍵要素，

其涵意亦甚廣，不但包含了陰陽奇偶之數、天地之數、大衍之數等我們

今天一般所謂的「易數」，同時還包含了一般「名物數度」的「數」與我

們今天所說的「數量」、「數學」的「數」，所涉範圍非常龐雜而廣泛。在

                                                 
7 《學易筆談》初集卷三。 
8 〈觀象之方法〉 



杭辛齋看來，這種種的「數」大抵皆逃不出「易數」的範圍，或至少都

是可以拿來跟「易數」相互參證的，因為「數」具有相當大的普適性、

齊一性及互通性，其言曰： 

 
故洲殊種別，文字語言，萬有不齊，維數足以齊之；宗教俗尚，

萬有不同，惟數足以同之。9 

 
中國文化暨古人心目中的「數」這個字，並不單純指稱我們今天所謂

的「數量」或「數學」，而是混融一體的傳統與文化長河中的一個複合概

念，它往往反映了數量和數字在中華民族認識世界的總圖景中所居的重要

地位，除了標數計量的基本功能之外，尚有其文化符號代碼以及編綴性等

等的功能，所以說它是一個複合而非單一的概念；誠如《周易譯注》所指

出的：「在古人的認識中，數字含有奇偶、陰陽、五行、方位的多方象徵10」，

在杭氏易學中對「數」所持的態度及主張，也正是如此，往往將「數」這

複合的字中所具有的各個涵意混融起來，交相為證，例如以「易數」根諸

如「命數」、「運數」、「數量的數」、「天之曆數在爾躬」之「數」等看作一

體，直接互相溝通，以圓證其說： 

 
人第知一二三四之為數，而不知善惡是非之亦為數也；人第知加

減乘除之為數，而不知進退往來之亦為數也；數以紀事，亦以紀

物，物生無盡，事變無窮，惟數足以齊之壹之；易之有象，以表

數也；象之有辭，以演數也；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亦代數之符號，

與幾何之甲乙丙丁亦相類耳；惟幾何只言數始於形，形則點線面

體足以概之，故紀以甲乙丙丁等字，已足資辨識，而易數則根於

心，心生象，有理有氣，非特表其數之多寡，象之繁簡而已；而

吉凶情偽醇漓善惡，莫不奇偶陰陽而判別之。11 

 

                                                 
9 《學易筆談》初集〈述恉〉p3。 
10 同注 5，p551。 
11 《易數偶得》卷一，p4。 



由此看來，杭氏易學之論「數」，乃是在所謂「數由心生」這樣一個

前提之下順推出來的；因為杭氏以「人心之動靜」看做「數」的源頭，所

以這所謂「數」，當然也就不可能僅是指「數量」或「數學」的「數」那

麼單純，而是「有理有氣」的，如此自然就囊括了紀事紀物，進退往來及

奇圓偶方、是非善惡等龐雜繁複的文化內容了。在其《易數偶得》第一則

當中即論及「數由心生」，其言謂：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盈天地之間惟萬物，萬物之數，皆天地之數

也；然萬物之數，非人不明，故參天兩地而生人，人即參天兩地

而倚數，是惟人心之靈於萬物。心動而數以生，物無窮盡，數無

窮盡，而人心之限量，亦無窮盡。《管子》曰：「心生規，規生矩，

矩生方」，規與矩，皆生於心。天地萬物之情莫能越乎此規矩之

外，所以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惟《易》，而《易》

實具於人心。《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又曰：「求其放心而

已矣」，誠善言《易》者也。12 

又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夫人而知之矣。顧

一何以生二？二何以生三？三何以能生萬物？或曰：「一生二

者，陽畫奇陰畫偶也」，然奇自奇，偶自偶，未可謂之奇生偶也！

莊子曰：「一與言為二」，斯誠老子此研之確詁矣。一與言為二者，

一者心，心靜止不動則為一，動則起念，有念則有對象，對象與

所動之念便為二，故曰：「一生二」，故曰：「一與言為二」，一者

中也正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也，發則

一生二矣！發而皆中節或不中節，二生三矣！13 

 
由以上論述非常詳盡的引文中，杭氏「數由心生」這個說法的來由非

常明顯地展現了出來；其中可看出，他廣泛吸取儒道諸子之言論以為互證

之資，如孟子、管子、老子、莊子及《中庸》等，以說明「數」之根始於

                                                 
12 《易數偶得》卷一，p4。 
13 《易數偶得》卷一，p6。 



人心，所以這個「數」的範圍可說是與《易》一樣「範圍天地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皆因「規矩」(「數」)同生於人心 (「心生規，規生矩」)，

而「天地萬物之情」是不能越出此生於人心的「規矩」之外的；正是在這

樣的一個推論過程中，「杭氏易學」便得以在一個根基與範圍皆相當深廣

博洽的背景之下，溝通了儒道諸子等各家之說，資相參證，折衷於《易》；

且進一步溝通了「心」、「數」及《易》三者，致使它們幾乎融為完整的一

個整體。 

 

由此可見，「數」在「杭氏易學」之中有著非比尋常的重要位置，其

關鍵性與根本性甚至要在「象」之上。這從「杭氏易學」之種特闢《易數

偶得》二卷專門探討「數」的問題、《沈氏改正揲筮法》中專門推崇並闡

揚沈善登氏以「數」為圭臬的《需時眇言三‧原筮》一文中的揲筮之法等

等，就可以看出在杭辛齋及其易學之中「數」所占的關鍵地位及其不可忽

視的重要性。以下就針對《易數偶得》二卷中的典型例子，來一窺杭辛齋

在易數方面的重要創見。 

 

(二)「易數」創見舉例 

    

 
《杭氏易學七種》之一的《易數偶得》凡 2 卷 34 則，內容上廣泛而

深入地探討了易數的種種問題以及杭氏在易數方面的創見，可說是集中反

映了「杭氏易學」中論數的重點，覽其編目即可略見其內容之梗概如下： 

 
(卷一)                (卷二) 

 
1數由心生            1數名量名 

2本一始一            2陽順陰逆 

3一數不變            3五幹六支 

4奇偶                4乾易坤簡 



5一三五              5圓方互容 

6二四六              6龍圖分合 

7七                  7其用四十有九 

8九六                8反返 

9五六                9始一終六 

10半                 10坎一震一 

11平等               11乾始巽齊 

12中數不變           12七九易位 

13盈虛消息           13立體立方 

14卦爻數合天地體數   14時三位四 

15句股               15聲律聲應出於圓方 

16四十五             16琴徽距離之數 

17甲己乙庚 

18六合三合 

  
以下論述乃由此 34 則例子中擇取其中頗具典型性與重要性的例子二

則，來著重闡明「杭氏易學」在易數中的創見；經筆者反復擇選考慮之後，

決定以卷二第 2則的〈陽順陰逆自乘得數圖〉及卷一第 8則的〈九六弧弦

圖〉二者為例，加以說明。 

 

(1)〈陽順陰逆自乘得數圖〉(圖見《易數偶得》p54) 

   
在杭辛齋的易學創見之中，這個「陽順陰逆自乘得數圖」的發明，可

以說是杭氏最為得意的一個發見，許多後來者如李證剛、楊慶中先生等，

往往亦視之為杭氏易數創見中的典型。圖書象數學派的易學家們，因往往

結合「河圖」「洛書」等來解說《周易》，所以對「易數」的重視，有時往

往還要大於對「易象」的重視。如前文所述，杭辛齋因對「數」有著非比

尋常的重視，所以自然也在最根本的「易數」方面，即針對《易傳》中的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這十個「天地之數」下



了很多功夫，努力打通這十個數字與「河圖」「洛書」、及種種行乎其中的

奇偶方圓、陰陽順逆進退之理等等。 

 
這一則創見的重點在於，杭氏在認定了「天地之數，有體有用」的這

樣一個前提之後，因對歷代詮解者的說法有所不滿，或認為紛紛諸論皆有

所不足的情況下，試圖親自徹底解決這個在他看來非常具有關鍵性的「陽

順：一三五七九」及「陰逆：四二十八六」的問題： 

 

天地之數，有體有用。體則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皆順數也；

而言其用，則陽順陰逆，古今言《易》者無異辭矣！乃其釋河圖

之陰陽進退，則皆以二四六八十順數，未嘗逆也；來知德氏，頗

明逆字之義，而無以解二四六八十之數，因創陽由內轉外，陰由

外轉內之論，以圓其說；然二四六八十，固亦由內而轉外，與一

三五七九未嘗少異，順逆之分，果安在哉？千年以來，逆數之序，

迄未明晰，術家雖知其用，而終莫得其數，因此貽誤者多矣14 

 
杭氏舉出曾經觸及這個問題的兩個易學家，即晉代的崔駟及清代方春

水的《方生易說》，指出崔氏「陰起於四」之說被後人忽略，而方春水的

「奇數始一圖」及「偶數起四圖」15又因為「其書書板久毀，流傳不多，

學者罕得寓目」，且方氏之圖「兩數皆自內向外，於一順一逆仍未能悉合」，

所以杭氏對這一個問題仍舊不得其確解，繼續探討下去： 

 
今之言河圖者，仍不知四二十八六之用，未有取舊說而一正之

者，良可慨也！丁己除夕，因研求牙牌數二五交易之理，悟陽順

陰逆，必在昇降上下之中，而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合，各有

交互之用，得方氏之說，與吾所求者，果不謀而合，始悟五十在

中；中孚與大過，皆五十在中之數，孔子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之

別解為正當，其餘未通之數，因此而豁然以解者甚多。然何以一

                                                 
14 《易數偶得》卷二，p51。 
15 此二圖參見《易數偶得》卷二，p53。 



三五七九必合四二十八六？其數之推衍，方式如何？仍未能知。

研索數月，迄未有得，亦姑置之。至壬戌春仲，仍以玩索牙牌一

六之數，忽有心得，枕上尋思，反復推衍，忽以乾乘六龍以御天

一語，悟乘六之法，不及待曉，披衣演草，而得陽順陰逆相乘之

圖，較方氏之二圖，更為明白曉暢。今後言河圖者，當可免暗中

摸索矣！圖成而術家見之者，皆如獲拱璧，以為千古疑團，一朝

盡釋。16 

 

由上文可知，杭辛齋對這個問題的索解有三個關鍵性的領悟，第一：

「陽順陰逆，必在昇降上下之中」；第二：「悟五十在中」；第三「忽以乾

乘六龍以御天一語，悟乘六之法」；在這三個關鍵性領悟的推動下，再加

上杭氏「枕上尋思，反復推衍⋯不及待曉，披衣演草」的精進執著的追求

之下，終於得出了附圖十五這樣一個令「千古疑團，一朝盡釋，術家見之

如獲拱璧」的「較方氏之二圖，更為明白曉暢」的創見結晶，而杭氏針對

此圖解說道： 

 
文言乾乘六龍以御天，言乾九坤用，陽數陰用，所謂「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說卦傳〉曰：「易逆數也」；言《易》之用，皆見於

坤，數陽而用陰，故皆逆，此理甚精甚微，不圖於此至淺至近之

數理遇之也！右圖以一三五七九陽數，乘六即得下六八十二四之

陰數，一順一逆，次序天然。其中垂線為一六、二七、五十、三

八、四九之相合數也；其左右交線，則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

七與八、九與十，天地五十有五之本然之序也！而縱橫上下，交

錯成文，所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亦

可於窺見一般也；若以四乘一三五七九，則亦得四二十八六之

序，而自右至左順行，所謂以順承天也！陰陽往復，無不相合，

用二四六八十則皆錯矣！17 

 

                                                 
16 《易數偶得》卷一，p52，p53。 
17 《易數偶得》卷一，p55。 



 
根據杭氏本人的解說，這個圖式可謂「縱橫上下，交錯成文」，其中

以一三五七九(順)這五個陽數各自乘以六，下方就可以得出與陽數方向正

好相反的四二十八六(陰逆)，則上下之間就可得出「一順一逆，次序天然」

的結構；同時，此圖式的上下兩數之間又正好是一六、二七、三八、四九

及五十這樣的一組組「生成之數」(案：「河圖」「洛書」以一二三四五為五

行之生數，六七八九十為五行之成數)；再同時，此圖的上下斜線相接之處，

又正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各相臨兩數之接，也就是所謂

的「天天地五十有五之本然之序」了。如此，這個圖無論是橫看、縱看還

是斜看，都無不體現了某種相當內恰而完備的系統性；就杭辛齋等象數圖

書學派的易學家看來，這種可以同時展現個種「數」之間的內在完備性和

關聯性的簡明圖式，正是他們苦苦追求的那種《周易》內部的普適性及必

然性的一種「展現」，也就無怪乎此圖創成之後，會被看作是「此理甚精

甚微，不圖於此至淺至近之數理遇之也 ⋯ 所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亦可於窺見一般也」。但無論如何，此圖所展現出

來的巧思與旨趣，正可以反映出杭辛齋作為一個圖書象數派易學家，其對

於易學最執著的追索與苦心的研求，非常令人欽佩。 

 

(2)〈九六弧弦圖〉(圖見《易數偶得》p16) 

 

 

《周易》中的九與六，在《周易》六十四卦的爻題之中分別作為「陽」

與「陰」的標示，如「九二」、「六二」、「用九」、「用六」等等，歷來探究

這兩個數字之所以分標陰、陽之所以然的學者頗為不少，即杭氏所謂「先

儒言九六之說詳矣」。在《學易筆談》二集卷二之中，也有一則以「九六」

為題之文，其中提到許多曾探討過這些問題的「先儒」以及他們針對這個

問題的種種說法，如孔穎達《周易正義》、邵雍、楊萬里、朱子、及王夫

之等人的解說，尤其較為推崇王氏之「於象一二函三，三奇之畫一，全具

其數，三奇而成陽，三三凡九，陰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為六」的



這樣一個說法18。然而，針對這個問題，杭辛齋卻有另一個新潁的，即從

一個圓形的幾何圖形的方圓角度及其對應的弦弧關係的角度，來對這個

九、六的問題加以解說： 

 
先儒言九六之說詳矣！余《筆談》初、二集亦曾一再言之，猶未

明揭其至理即在目前也。夫陽九陰六，故乾九坤六，皆天地陰陽

自然之數，可不言自明矣！圓周三百六十，分為四象，每一象限

之弧線，各得九十，則其弦必為六十；四九三十六，四六二十四，

即盡方圓之度，是故乾策三十六，坤策二十四，用九用六，以御

方圓各度，無不盡之；即以測陰陽各侯，亦無不盡之，而天地之

理之數，更何能外於是哉？19 

 
曾肄業同文館的杭氏，在清末大數學家李善蘭先生任總教習的算學館

中，受過當時中國頗為完整而進步的中西數學教育，這種影響往往鮮明地

體現在他後來的易學詮釋活動之中；其中至為明顯的一項就是以數學中的

種種內容(如幾何、代數等觀念、內容)和易數相互發明，或者就竟如此例

一般，想到套用這個新穎明快的幾何圖形的弧弦角度之關係，直接揉合天

圓地方、奇圓偶方或陽圓陰方的觀念，來試圖通解《周易》中的「九、六」

這一對易數之所由來；又補充道： 

 

九六合十五，即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積數；九六相乘得五十四，即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一不見之數也！蓋九為陽數之終(陽順：

一三五七九)，六為陰數之終(陰逆：四二十八六)，數之終即形

之邊線也；簡言之，用九用六，即算術由邊求積之謂，觀前圖當

可了然矣！20 

 

這段引文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易數」中的「天地之數」、「虛一不

                                                 
18 詳《學易筆談》初集卷二，p73,p74。 
19 《易數偶得》卷一，p16, p17。 
20 《易數偶得》卷一，p17。 



見之數」、「九、六分別為陰陽數之終」(即由前例所述「陽順陰逆」而來)

以及數學上的加、乘運算及「由邊求積」的幾何方法，杭氏明顯地將「易

數」與數學中的數、形觀念及其中的種種運算法則揉合為一，互相說明而

視為一體。杭氏曾明確地說過： 

 
易數晦盲，沈沈千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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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近今之代數微積，尤一一吻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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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實有其理，實有其數，非空言心性所能瞭解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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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易道不明，數與理離析為二，數乃流於小道，理亦等

於虛車。21 

 
只要稍微深入其文本之涉獵，我們就會發覺到，這種將易數與數學一

體化，且視「易數」為中西種種數學之源頭的傾向不但具體貫穿全二卷的

《易數偶得》，也可以看作是貫穿全《杭氏易學七種》的根本精神。 

 
 
第三節  經傳新證 
 
在「杭氏易學」之中，我們每每可以找到，其中對傳統經傳文字或文

句的新詮釋；尤其集中在《學易筆談》初集、二集和《讀易雜識》之中。

在這全部加起來總共 177則(《初集》4卷 90則，二集四卷 57則，《雜識》

1 卷 30 則；或長或短，或詳或略，幾乎不分類)的「筆談」與「雜識」裡

頭，往往以單個的標題或成文的、經傳中的字串為題，擬為一個小題目，

藉以發揮杭辛齋個人的「讀易心得」或「讀易新說」；這致使讀者或研究

                                                 
21 《易數偶得》卷一 p2。 



者，雖然讀不到杭辛齋完整的《周易經傳解》或《周易杭氏解》、《周易杭

氏注》22⋯之類系統性的經傳注解，但卻往往能從《學易筆談》等劄記式

的文字片段中，窺見一些頗為新穎的，關於經傳文的心得；這導致我們如

果從另一種較廣義的眼光看來，這又何嘗不是杭辛齋的一種「經傳解」？

所不同於傳統的只是形式而已。 

 
以下，將於上述的 177則中間23，精選出四則 ( 因受限於篇幅和論述

的方式，因此無法多舉其例；此處選例的標準乃在於考慮到〈乾〉、〈坤〉

兩卦是《周易》的關鍵，於是盡量以涉及到此兩個關鍵卦的例子為主，餘

卦的情況可以類推 )經傳解為例，各隸屬在「經文新證」與「傳文新證」

兩部分下面，加以分析與說明，以期能突顯出「杭氏易學」在這方面的特

點，反映其詮《易》旨趣之一般。 

 

一、 經文新證舉例 
 

以下的四個例子，乃是選自杭辛齋對《周易》經文(指卦爻辭)部份的詮

釋： 

 

一、「君子有攸往」24： 

※〈坤〉卦卦辭：「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杭辛齋認為，這句〈坤〉卦之卦辭，是接著〈乾〉卦的「元亨利貞」

                                                 
22 案：被黎凱旋先生為譽為「民國以來三大易學家」中的的尚秉和、黃元炳先生，都有經傳解
的系統著作，辛齋獨無。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學》和黃元炳先生的《易學探原─ 經傳解》(集
文書局‧民 90年 3月再版 2刷)，都是系統而完整的，對《周易》經傳的全面注解或闡釋。 
23 必需說明的是，這三部書都是杭氏在隨想隨寫，毫不分類的情況下所結集而成的，其中的內
容可謂異常駁雜，毫無系統；且五花八門，詳略各異，幾乎涉及到各種各樣的易學問題；而且杭

氏在一個具體的標題下，又往往牽連到許多跟原題無關的種種論述；於是乎，若想從標題上去予

以分類，幾乎是不可能的，縱勉強歸類，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本節所舉的經文、傳文之新解部份，

乃是這 177則中的其中一部份而已。 
24《學易筆談》初集卷 4，P153。 



(天之道)與〈坤〉卦的「元亨利牝馬之貞」(立地之道)而來的，關於「立人

之道」的一句非常具有關鍵性的語句，「不可滑口讀過」，因為這是象徵天

地人三才之道的整體性在經文中的重要體現，「君子」及「有攸往」兩者，

皆含有聖人撰辭立言的深意，而非如過往的解《易》者(如宋儒)之視此句

為「占辭」，而以君子指「筮者」。其言曰： 

 

需知此卦(〈坤〉卦)為六十四卦之第二卦，上承六十四卦之第一

卦〈乾〉卦；文王於〈乾〉「彖」(指乾卦卦辭)，只繫以「元亨

利貞」四字，以概括〈乾〉德，即以概括六十四卦。以〈乾〉為

天行，蕩蕩莫明，捨此四字，實無可以表示〈乾〉德而概括無遺

者。〈坤〉以承〈乾〉，故亦首繫以「元亨利牝馬之貞」，「牝馬」

二字，綰合〈乾〉〈坤〉，以示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所謂立天之

道，立地之道者，皆以此「元亨利貞」四字挈其綱矣！然天地之

道，非人莫明；天地化育，非人莫參，先聖作《易》，原以明人

道以立人極，故於〈坤〉〈彖〉(卦辭)「貞」字之下，即大書特

書曰「君子」，所以正名定份，乃《周易》開宗明義之第一特筆

也。25 

又 

「有攸往」者，乃鄭重指導之辭，三字具有無窮深意，亦不當忽

略讀過；此「有」即〈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男女」、

「有夫婦」、「有父子」及「禮儀有所錯」之「有」；言既有〈乾〉

「元亨利貞」，既有〈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而後「君子」始

「有攸往」之可言矣！「攸」者安也久也，「往」者進也，上言

〈乾〉〈坤〉之「元亨利貞」，乃天地之道，循環而無端者也；而

君子一參贊天地，乃進化而不已者也 ⋯ 乃後人猶不注意，不將

前聖後聖垂教之苦心，一筆抹煞乎？26 

 
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杭氏將經文與傳文，「先聖」與「後聖」從義

                                                 
25 同注 171，p153，154。 
26 同注 171，p154，155。 



理(天地人三才之道及其先後之秩序等)上揉而為一，認為經文中的字字句

句都是「大有深意」的那種經文傳文合而觀之，以傳解經，要求處處皆「密

合無間」、「大義隱於微言」(微及一字一辭，以及先後排序的種種微小的區

別與聯繫，等等)的那種解《易》傾向。這反映了他那種求統整、求全面、

求縝密乃至「無間」的詮《易》特點。 

 

二、「不習無不利」27 

 
  ※〈坤〉卦六二爻辭：「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杭辛齋指出，這據爻辭中的「習」之一字，「亦《周易》最要之眼目」，

乃是緊承上一爻辭的「履」(坤初六爻辭：「履霜，堅冰至」)字而來，也是

大有深意的，是聖人有所見於「習」對人的影響之大，為了「化民成俗，

薰陶而善良之」而特別予以強調於此爻辭之中，以達到「立教以濟之」、「尚

道德不尚事功」的崇高標準，體現了聖人立教之苦心及其明察秋毫之處。

其言謂： 

 
初曰「履」，以明人生涉世之始也，二曰「習」，以明涉世後必至

之一境也，緊接上文，一氣而來。「霜」猶「履」也，「堅冰至」

則已「習」矣。人之生，性相近也，習則遠矣，善惡分途，積微

成著，無不由「習」之一字而來。28 

 

以上引言中可看出，杭氏將〈坤〉卦之初、二爻辭看作人生中相涵相繼的兩

個階段的體現，以「履霜」為涉世之始，為「未習」；「堅冰至」為涉世之後，為

「習矣」，並反復強調「習」之一字，在人生中乃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作用。 

 

 

                                                 
27《學易筆談》初集卷 4，P159。 
28同上注，p159。 



又 

 

自世運遞降，天德王道已成故事，後世雄才大略之君相，恆利用

「習」之一字，為操縱斯民之具。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乃施之

以漸，令黎民安之，則習非且可以勝是矣。然聖人之化民成俗，

尚道德不尚事功，操縱之術，非所屑焉。端民習於就學之始，薰

陶而善良之，化行而俗美，則施之於事，「不習」自「無不利」，

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周公繫「習」於坤之二爻，以承「履霜堅

冰」之後，其用意至深遠矣。29 

 
如此看來，杭氏所謂的「習」字，應有「學習」及「習染薰陶」兩個

意思，同時又是聖人與「後世雄才大略之君相」，影響人民百姓的方法與

用心上的天淵之別；從而，被後世目為聖人的周公在為卦爻象「繫辭」之

際，自然也是本著一個聖人「化民成俗」的用心了。順著這個聖人「化民

成俗」的思路，則「化」成而「俗美」之後，凡事也就不用學習而無所不

利了；這樣，也就順理成章地詮釋了整句「不習無不利」。從這個例子可

以看出，杭辛齋對經文中一字一句的挖掘、發揮與推闡的功夫，可謂相當

地深入而細致；同時又往往著重聯繫著整體的各個部份(如此例中，言〈坤〉

卦六二爻卻離不開初六一爻)，以達致某種「通觀全局」的闡釋要求與結果。 

 

三、高尚其事30 

 
   ※〈蠱〉卦上九爻辭：「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杭辛齋對於歷代注《易》家對這句爻辭的注解感到不滿意，認為他們

「多不著眼於『其事』二字，致『高尚』二字，亦均落空，毫無實際」，

又指出這句話「與世界人心風俗關係極大」，所以勢必加以辨明之。於是，

                                                 
29 同上注，p159，p160。 
30《學易筆談》二集卷一，p49-53。 



在列舉了虞翻(發揮不足)、王弼(僅解釋了整句爻辭的上一半)、孔潁達(以

「清虛之事」解之，謬且妄)、程頤(望文生義，敷衍其辭)以及朱熹、郭忠

孝、呂祖謙等人(多尊程說，以「無事清高」解之)在這句爻辭詮釋中所固

有的種種不足與失誤31之後，指出凡以「清高自隱，無為於事」這樣的意

思來解釋這句爻辭都是非常失誤的，因為人生的要義在於自謀衣食、扛起

責任、忠於事業以及貢獻社會，從小處到大處，都必須以「有為」為本，

不可「無為於事」；在沉痛而尖銳地批評了中國傳統「士風」中的那種「無

為於事」，反倒還「清高自守」並「高名欺世，坐耗民財」等等「清高無

為之謬論」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以及對這句爻辭的正當詮釋： 

 
故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不事王侯」，無所謂高也。

自舉世奔競於利祿，奴顏婢膝於王侯之門，有一二矯其失而夷視

王侯者，則流俗競稱其為高，而若人亦斤斤自詡焉！實則王侯人

也，予亦人也，予何為而事彼哉？「不事王侯」，乃當然之事。

世儒解經，眼光競射於「不事王侯」一句，震而驚之，希而罕之，

遂以「高尚其事」，為「不事王候」之注腳，忽略帶過，此大誤

也！夫曰「其事」也，乃各人所切己之事，為己所審擇而從事者

是也。無論為農為工為商、為科學、為美術，必得其一而專精焉！

「高尚」者，無以復加之謂，必專心一致於其事，而更無他事焉

可以尚之，而足動其歆慕者，斯其事始精，其業始高。近日歐美

學者之所謂「神聖」，如「勞動神聖」、「職業神聖」者，亦即「高

尚其事」之意也！故必人人能「不事王侯」，人人能「高尚其事」，

而〈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聖人所以繫此象於〈蠱〉之上

九也 ⋯ 《正義》竟曰：「但自尊高慕尚其清虛之事」，直不知所

云，非率天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可也！32 

 

   由此可見，杭氏是以「有為於事」的觀點來詮釋這句爻辭的，與此爻

辭字面上的意思以及歷代的注解之著眼點，可謂大異其趣，甚致可說是全

                                                 
31 同上注，詳見 p49，p50，p51。 
32同上注，詳見 p52，p53。 



然相反的；從某一個意義來說，這種見解又是跟杭辛齋自己的生平經歷 (積

極有為，貢獻社會)、人生觀(有為於世，有為於事)、處事觀(盡責盡信)，

以及他處處強調的易學中心思想 (《易》以有立教，乃明道濟世之書等處

處強調「有」的一面) 乃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互相滲透的。其中，辛齋

批評中國傳統士風中所固有的「清高無為」之弊病，以及提倡「勞動神聖」、

「職業神聖」，「人各專精於其獨立之事業」等觀點，從當時的時代眼光來

看，其所流露出來的進步意義，乃是非常新穎而可貴的。 

 

四、 〈乾〉〈坤〉之字法33 

 
    杭辛齋於此篇中綜論〈乾〉〈坤〉兩卦的經文之特點，並相當明確地

表達了他對《周易》文辭的基本觀點；同過以上三個相對具體的文辭舉例

之後，以下所舉，乃在於突顯其針對一般狀況的觀點與傾向。關於〈乾〉

〈坤〉兩卦經文的「整體觀」，杭氏指出： 

 

〈乾〉，天行也；〈坤〉，地道也，天運於虛，地征諸實，故〈乾〉

以言道，〈坤〉以言德，道運於虛，德征諸實也。詳玩兩卦〈彖〉

〈象〉(指卦辭與爻辭)，〈乾〉曰「元亨利貞」，〈坤〉則曰「元

亨利牝馬之貞」；全卦六爻，〈乾〉則象以潛、見、躍、飛、亢及

乾乾惕若，皆用虛筆；而〈坤〉則曰「履」、曰「習」、曰「可貞」、

曰「括囊」、曰「黃裳」、曰「血」，筆筆皆  征實矣！34 

 
由以上引文可見，杭辛齋對相關卦爻辭的觀察，是從「虛與實」、「道

與德」等的總綱，作整體性、聯繫性的俯瞰，且認為在「聖人繫辭」之時，

是已經配合著種種深湛精微的「義理」(如虛實、道德等以及它們之間的各

種關聯性)在裡頭，得由「後人」去把這種種內在的深湛精微之裡，以及其

中體現在一辭一句，並這些辭句關係之中的聯繫性給「發掘」出來，以瞭

                                                 
33《學易筆談》初集卷 4，p160，p161。 
34 同上注，p160。 



解聖人撰辭立言之「苦心微旨」；接著進一步指出： 

 

聖人之筆，妙極神化，孔子贊《易》，為衰世之救濟，略天道而

言人事，由下學以希上達，故首重立德，由立德以明道。然明道

與立德，均非辭無以見焉，是以〈文言〉曰：「修辭立其誠」，上

下兩篇之〈繫辭〉，又各為之傳。又特表而出之曰：「以言者尚其

辭」，又曰：「所樂而玩者爻之辭焉」，皆教人以學《易》之方也；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言小大而陰陽可知，言險易而順逆虛實可

知。學者必潛心玩索，始能顯微闡幽。茲略舉〈乾〉〈坤〉兩卦

之字法，餘卦可類推，而十翼之辭亦可類及矣。35 

 

由此可見，無論從杭辛齋自己詮釋《周易》文辭的實踐本身，還是從

他對其他學《易》者的建議來看，我們都可以非常明顯的看出他對於《周

易》中一字一辭的觀察，要求一種細致入微，辨析毫芒的詮釋特點。從其

上述「余卦可類推」之言，以及遍布於其著作中的各個詮釋的具體例子來

看，實在是非常明顯的體現出這種要求及特性來。 

 

 

二、傳文新證舉例： 
 

一、「元」字之精義36 

 
※〈乾〉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1 (天之元) 

※〈坤〉彖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2 (地之元) 

※〈乾〉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3 (人之元) 

 

                                                 
35 同上注，p160，p161。 
36 《學易筆談》初集卷一，p27。 



杭辛齋在這一則文字中，主要為了從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角度，統

觀經傳文辭中這一個多次出現的「元」字；他結合以上所列出的《易傳》

中的相關部份，指出它們分別屬於天、地、人三才各自之「元」，也就是

我們今天說的「最重要的本質屬性」。從天地人三才之各有其「元」出發，

指出了天地萬物也都各有其「元」，如桃、杏等果實之「仁」，也就是它們

的「元」之外在表現；「元」不可見而「仁」可見。在最根本上，他要推

出的重要主張乃是： 

── 萬物各有其「元」(本質)，而人之元 = 仁 (仁義禮智之「仁」) = 「天

良」。 

仁從二從人，元亦從二從人，故仁為人之元，所謂天經地義，簡

言之即天良也！蓋物各有元，大而天地，小而飛潛動植各物，均

莫不具有此元，得之則生，不得則死。顧元之為元，無聲無臭，

無形質可見，而其功用所著，亦幾非言語筆墨所能摩寫而形容

之。然元不可見，而仁可見；仁不可見，而仁之寓於事物者可見。

古人造字，其精義往往互相鉤貫，而即物定名，亦無不各寓其意。

如果實核中之質體，名之曰仁，已可見矣。而元亦即可因仁而顯

其用，如果核桃曰桃仁，杏曰杏仁，而桃與杏之元，即在此仁之

中。果核之所以能滋生者，實賴有此仁，賴有此仁中之元。37 

 
接著，杭氏在論舉了一個關於 4000 多年前的埃及古屍，其腹中所藏

之植物種子(「仁」)，於出土後仍能長成活生生的植物(因為此植物之「元」

與「仁」皆仍還存活著)的這樣一個例子之後，又說： 

 

因此可證明「物各有元」之理，而人元所存，則惟此天良。天良

不滅，生機亦不滅；天良澌滅，則亦無元之果核，已無萌生之望，

雖幸而生，亦行屍走肉而已。〈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即此僅

存之天良也歟！38 

 

                                                 
37 同上注，p27，p28。 
38 同上注，p29。 



   從上段引文可以看出，杭氏似以「元」為不可見的「體」，而「仁」或

作為顯現載體的事物，則是可見的「用」，這是以「體」、「用」關係來看

待「元」、「仁」二者，且將作為德目之一的「仁」與作為核仁的「仁」，

從文字上將二者混同起來以為說，終於得出「人之元」為「天良」，而「天

良」為「人之本質屬性」的這個一個結論。面對這個結論，可以很明顯地

看出杭辛齋將自身所恪守的人格標準與道德要求，投射到了對《周易》中

這個「元」字的解釋之中。這樣一種傾向，在《杭氏易學七種》中可謂比

比可見，乃其中非常突出的一個特點。 

 

二、〈坤〉彖三「無疆」39 

 
※〈坤〉彖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杭氏在這一則中，指出他不滿於《程氏易傳》對這三個「無疆」作個

別且分別的詮釋；推崇郭雍及邱富國二氏在詮釋此〈坤〉彖傳中的三個「無

疆」時，能以天、地、人三才之道將他們貫串起來，作整體的觀照，這恰

與上例所舉的「元」字成一相稱相近的對比，其言謂： 

 

 〈坤〉彖傳：「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安

貞之吉，應地無疆」，《程傳》雖以分析言之，殊未悉當。郭白云

雍曰：「坤合乾德之無疆，馬行類地之無疆，聖人應坤之無疆」；

邱建安富國曰：「德合無疆，乾之無疆也；行地無疆，坤之無疆

也；應地無疆，君子之無疆也。無疆，天德也，地能合天之德，

君子法地，地法天。」郭邱二說，似較《程傳》為勝。此與「大

哉乾元」、「至哉坤元」、「元者善之長也」三「元」字，為例正同，

                                                 
39 《學易筆談》初集卷二 p80。 



所謂三才之道也。40 

 

此處針對此三「無疆」的看法，杭辛齋雖是引用郭、邱二氏之說，但

從他之所以批評程氏並選擇，贊同於郭、邱二氏之說，也就可以算反映出

杭氏自身對這三個「無疆」的詮釋，因為選擇即是一種表態，一種傾向，

也就是一種詮釋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杭氏無論對傳文中反復出現的

「元」字(上一例)，抑或對此例中也是重復出現的「無疆」一語，都著重

用一種整體而全面的「三才之道」，去作貫通的而不是分別的，各自零碎

的詮釋；而這樣一種詮釋傾向，可以說是貫穿著全部《杭氏易學七種》的

主要特征，我們通過以上兩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三、萬物、庶物、品物41 

 
※〈乾〉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坤〉彖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 含宏光大，品物咸

亨」。 

 

杭辛齋於此則中主要通過分析以上「萬物」 (未分類的萬事萬物)、「品

物」 (可以類別之的既成之物)、「庶物」(合「萬物」與「品物」之後，相

對於「首出庶物」之「首」而言的最後階段)三個〈乾〉〈坤〉彖傳中的「物」

字的個別涵義，以及彼此間因〈乾〉〈坤〉兩卦「無一字不互文見意」而

來的某種前後之間相互承遞的的意思，以證明並強調「聖人修辭之精，無

一字虛設，無一字苟且」，反映了他看待《周易》文辭的一貫觀點，其言

謂：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言盈天地

                                                 
40 《學易筆談》初集卷二 p80，p81。 
41 《學易筆談》初集卷四 p163。 



間之事事物物而約其大數，即上下「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以當萬物之數」者是也。〈乾〉彖曰「品物流行」，〈坤〉「品

物咸亨」，「品物」者，物之既成，可以類而別之，故曰「品」。

品物流行者，乾流坤形也，坎也；品物咸亨者，坤承乾亨也，離

也。可見乾、坤二彖，無一字不互文見意者也。至「首出庶物」，

不言「萬」不言「品」者，乃合萬與品而兼言之。對於首而言。

通言「萬物」，未分類也；物而曰品，則「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矣；既「類聚」以「群分」，則必有一焉超乎其類統乎其群者，

即「首出」之義，而不為首者皆「庶」也，故曰「庶」者，對於

「首」而言也。不曰「首出萬物」、「首出品物」，而必曰「首出

庶物」，可見聖人修辭之精，無一字虛設，無一字苟且焉！42 

 
以上可以看出，杭辛齊還更以「乾流坤形」為〈坎〉，「坤承乾亨」為

〈離〉這種「乾坤互相摩蕩而生六子」的模式來分別說明「流行」與「咸

亨」二語，極力地要貫徹其「聖人修辭之精，無一字虛設，無一字苟且」

這種頑強而執著的主張；這種致力強調「貫徹全經」，大量地通過引進種

種方法(歷代各種象數易例、河圖洛書、先後天卦位、名物度數⋯等不勝枚

舉)來詮釋《周易》文辭的傾向與特性，可以在杭氏的著作中，非常明顯而

突出地被觀察出來43。 

 

四、死生之說44 

 
   ※〈繫辭‧上傳〉第 4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杭辛齋於此則中，主要運用了端木國瑚創造的，杭辛齋稱之為「八卦

成列數圖」的這樣一個圖式 (圖見《易楔》p152。此圖乃結合了「後天八

                                                 
42 同上注，p163，p164。 
43 詳見《學易筆談》初、二集中的其它相關例子，如初集卷三〈象義一得〉中對〈說卦〉傳中
各種具體易象的極為繁複、曲折乃至不可究詰的各樣解說，即非常典型。 
44 《學易筆談》初集卷二 p97。 



卦方位」、天地之數一至十配上十二地支子至亥、以及〈乾〉為西北方「戌

亥無數之地」等主要特徵觀念而成，杭氏常常引用這個圖式來解釋《易經》

中的種種。詳見《易楔》p152，此圖式乃轉引自端木國瑚的《周易指》45，

可見於 p1-605，p1-611等處)中的數與象的觀念 (如杭氏所謂〈乾〉為西北

方「戌亥無數之地」，為「太虛之象」等)，非常曲折地來解釋上舉〈繫辭〉

中的這句話。其中最關鍵之處，乃在於杭氏將「『數』的出入有無」直皆

看作人之生死的本質決定性之要素，生與死皆看作是以上「八卦成列數圖」

中「數」的循環、出入、有無等問題，即將生死與此圖中的象數循環作必

然性的對應；順著這種思路及比對，還區分了「君子之死」 ( 因「君子有

終」(〈謙〉卦卦辭)，克全了其作為人之道，所以「終則有始」，死後通過

「從無又出有」的循環，到了寅位又重新開始成為人；因此君子之死不算

作死，稱為「終」，即「君子有終」)、「小人之死」(小人因失其人道，不

能克全以歸於終，於是數盡則死，不能再象君子一樣循環為人，所以小人

之死就是徹底死了，直接稱作「死」)，又牽涉佛教的輪迴、道教的長生不

死等觀念，皆通總與此「八卦成列數圖」中「『數』的有無出入」緊相聯

繫，有著一一對應的關係。最後的結論便是要導出「聖人作《易》，窮造

化之原，泄陰陽之秘，無非示人以所以全其為人之道」這樣一個結論，同

時明顯地強調了前聖後聖所創作的這《周易》的象數文辭之中，囊括了一

切生死之奧義，佛道之精髓，真正是「易道廣大，無所不包」了；以上所

論諸端，從下面所引的相關論述即可看出： 

 
始終者「數」也，「天」也，萬物數一始十終，始子一丑二，而

終於酉十。戌亥無數，萬物自有而入無，為死之侯。〈乾〉居西

北戌亥之地，故「無方無體」(太虛之象)。人而克全其為人，則

全受於始者，全歸諸終。中則返乎太虛，精氣不滅，與造化同遊

者神也，是以「君子有終」(君子之死曰終)；終則有始，順乎天

行而自有入無者，亦自無出有。乾知大始，復藏於坎，一純二精

(坎子一，坎艮之間丑二)，至艮寅三而仍為人。此生死循環，佛

                                                 
45 同注 133。 



家輪迴之說所自來也。人而不能全其為人，則自失其人道，斫其

生理，全受於始者，不能全歸於終，數盡則死(小人曰死)，形消

骨化，餘氣無歸，「遊魂為變」者鬼也。變則失常，依其生前所

自造之因而證其果，則為人為物，所趣各殊，此佛家輪迴六道之

所由分也。故生者死之始，死者生之終，死於此者生於彼。46 

 
又 

原始反終者，即由終而反始，老氏佛氏，皆由終反始，皆由後天

而反諸先天，由有而反諸無，由形而反諸氣，由氣而反諸神，實

即由生而反諸死，故曰原始反終。反終者，「不繼終」(〈未濟〉

不繼終也)也，「不繼終」則始無暨極；故老氏曰「元始」乃長生

而不死，佛家曰「無始」乃「無始而無終」；無始無終，夫然後

歸於太極，則無所謂《易》矣！《易》之立教，為中人說法，故

執兩而用其中。然聖人致治之極功，則亦曰「無為而治」，德成

而默契乎天，亦曰：「予欲無言」，則亦與由有而反諸無者，初無

二致焉，故「易者逆數」也。儒與佛老之立教雖異，而道無不同。

47 

 
以上此例，可說是杭辛齋以極為曲折繁賾的象、數、名、物等來相互

鉤牽，詮釋經傳文辭的典型例子；其他頻頻散見於其餘篇則中的類似例

子，比這更為龐雜繁賾，曲折鉤牽的乃是不勝枚舉，比比皆是；而我們通

過以上所詳述的這個很有代表性例子，見到杭辛齋為了詮釋〈繫辭〉中的

這句話，所搬出、動用乃至牽聯到的所有龐雜繁複的內容之種種，就很可

以見其一般了。 

    除以上所舉的八個〈經文〉〈傳文〉之例子外，我們還可以從這全部

177 則中略舉他例，以看出杭氏在詮解經傳文時，所搬出、動用乃至牽聯

到、涉及到的龐雜內容之一般，例如：─ 

 

                                                 
46 同注 193，p97，p98。 
47 同上注，p98，p99。 



(1) 詮解〈坤〉〈彖〉傳：「嫌於無陽」一句：牽涉了傳統節日之名稱(重陽、

端陽、小陽)、爻辰、以及用「扶陽抑陰」之觀念貫通其說。48 

 
(2) 詮解〈繫辭〉傳「乾坤為易之門」一句：牽涉了「八卦成列數圖」中的

象數、傳統「八風」觀念(西北「不周風」)、西北星宿之名(娵訾)、卦

氣說(72侯)、天地包象、南北極入地出地之經緯度、先後天八卦方位之

對比、數術家之說(辰戌為魁罡)、中醫經典《黃帝內經》之說(辰戌為天

地門戶) ⋯等等。49 

 
(3) 詮解〈繫辭〉傳「鬼神之情狀」一句：以京房「八宮卦」中的觀念為

主(如遊魂歸魂為「鬼易」等)，牽涉了「氣形更迭」的觀念，還有〈坎〉、

〈離〉、〈乾〉、〈歸妹〉等各卦所被附予的種種特性、先後天方位之比對、

天地數之規定(一二為始合、五六為中和、九十為終合等)、《論語》中的

對話內容、取〈睽〉，〈大壯〉卦中的辭句為旁證 ⋯等等。50 

 
(4) 詮解〈革〉卦〈大象〉傳「治曆明時」一句：牽涉〈乾〉卦九四一爻，

試圖將〈革〉與此爻貫通而為一，不惜動用了〈乾〉〈坤〉升降，反卦，

旁通，上下交易等種種曲折之法、又牽涉了〈乾〉〈坤〉二策之數、卦氣

說(72侯)、五行說(相生相剋)、《周髀算經》中的單位說法(積閏為章，積章

為蔀)，又因「蔀」字而牽涉到〈豐〉卦(因〈豐〉卦爻辭中出現「蔀」字) ⋯

等等，最後指出自己的詮《易》立場云：「孔子贊《易》，於一字一義，無

不與卦爻往來脈絡貫通，非參伍錯綜以求之，又烏能得其意之所在哉？」

51 

      
行文至此，我們通過以上所舉的 12 個例子以及相關論述，可以看出

杭辛齋詮釋《周易》經、傳文的特點及其傾向；以下是針對其特點與傾向

所做的的小結，至於是非好壞之評價，在〈結論：辛齋其人與辛齋其學〉

                                                 
48 見《學易筆談》初集卷一 p29。 
49 見《學易筆談》初集卷二 p85及《學易筆談》二集卷三 p124。 
50見《學易筆談》初集卷二 p99。 
51見《學易筆談》初集卷三 p105。 



一章再作說明：─ 

 

(一)  從以上諸例子可看出，杭辛齋是前提性地、公理性地將《周易》(相

當於我們今天依歷史層累的眼光所區分的「經」、「傳」、「學」三大部份)

看作一個「內外圓滿、融通自洽、無所不包的有機整體系統」；因此，他

對經傳文辭的所有詮釋，皆無不由這個無可懷疑的(在杭辛齋確是如此)、

公理性的前提出發；而其詮釋的目的，主要就是(用盡一切方法)去滿足那

樣一個無可懷疑的，公理性的前提。 

 
(一)  為了滿足以上所述的這個公理性的前提，杭辛齋總是把《周易》的經

傳文辭，與歷代各種煩雜的象數條例、歷代易學中的種種新解舊說的

龐雜內容，乃至於心聞眼見、信手拈來的各種事事物物(包括名物制度、

神化傳說、各種其它典籍中的片言只語等等⋯)，都想在一塊兒，說在

一塊兒，竭力將它們比附為《周易》本身所固有，所包涵的，認為通

過種種極為曲折的關係跟解說，它們彼此之間是可以相互取證的。總

之就是要體現、貫徹：「孔子贊《易》，於一字一義，無不與卦爻往來

脈絡貫通，非參伍錯綜以求之，又烏能得其並貫徹其意之所在哉？」

這句話。於是乎，杭辛齋在詮釋經傳文辭的時候，幾乎可說是沒有任

何界限或限制的：──「辭」與「辭」之間，「辭」與「象數」之間，

「辭」與歷代「易例」(自伏犧劃卦的神話以迄於清代端木國瑚、沈善

登乃至辛齋自創的心得，通通包括在裡面，跨時數千年)之間、「辭」與

「各種古今中外龐雜的文化內容」之間⋯等，都可被「各隨所需」地

取了來「相互參證」，這樣就把《周易》的外延無限的擴大，無論怎樣

都可以「參伍錯綜」地說得很「圓滿」；而這種這種「圓滿」，也就是

滿足了以上那個無可懷疑的，具有公理性的前提了。 

 

(二)   這種「圓滿」的要求，具體化到了經傳文辭的詮釋，可歸如以下 4

點： 

 

(1) 針對一字一辭之涵意及潛在涵意，作窮追不捨，條分縷析的鑽探； 



(2) 強調全《易》64卦卦爻辭並〈十翼〉傳文之間的相互鉤貫，參伍錯綜； 

(3) 全《易》辭句之間前後排列組合變化而來的「深層奧義」之窮極的鑽

探； 

(4) 除了在「經傳辭句」本身有以上三點的「內部活動」之外，更於文辭

之外的一切易學象數、易例、內容、名物制度⋯ 等各方面去求其「圓

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