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杭氏易學之「旁通」 
 

第一節  「廣象」論 
 

前面提過，「杭氏易學」最具特殊色彩且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其慣常

將種種天地間的萬事萬物，用易學中的象數來加以統合歸攝，認為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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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用「廣象」這個詞，乃在於筆者在研讀與思索「杭氏易學」

中的這一現象時發現，杭氏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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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有的一切，皆不出於『煌煌大易道』的

象數範圍之外」的傾向及作法，無論是針對中國固有的種種文化內容，還

是針對當時西方的種種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屬於「西學」的文化內容，

皆僅是一種「廣象」而已！它們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這「廣象」一詞的來源及其涵意，也就是杭辛齋在《易楔》卷三「卦

象」中(頁 113至頁 120)，針對〈說卦傳〉篇後部份中的一百多個八卦之象

所作的命名與歸類，即把〈說卦傳〉中這一百多個八卦之象歸之於「廣象」

一詞。本論文於此章節中，主要的觀點就是要指出，「杭氏易學」中所涉

及的種種「西學」之內容，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就以其與種種

「易象」互為「參證」，相互「發明」，以突顯「易道廣大，無所不包」這

一點而言，這些「西學」內容亦無非是另一種形式的「廣象」而已，是在

原來「廣象」意義上的一種推廣，並不足以說得上是所謂的「科學易」也！ 

 
有鑒於此，本章節以「狹義的廣象」來稱呼、標示那種原初意義(如《易

楔》中所定義的「廣象」，主要針對固有的傳統文化內容)上的廣象，而以

「廣義的廣象」來稱呼、標示那種於內容上越出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而

以「西學」之種種文化內容為對象的「廣象」，而這兩者除了有廣狹之分

外，都不過是「廣象」的體現而已，並沒有本質上或實質上的不同。 



 

(一)「廣象」的狹義與廣義 

   

就本論文所謂的「狹義的廣象」而言，杭辛齋於《易楔》中這段可以說

得上是對「廣象」的「綱領性文字」指出： 

 

〈說卦傳〉末章，先儒皆以為廣八卦之象。朱子《本義》謂多不

可解，且按之於經，亦不盡合。故與〈序卦〉〈雜卦〉皆不加注

釋。漢上朱氏曰，說重卦別象也，六爻變化，其象豈能悉盡，此

凡例也，智者觸類而長矣。彭申甫曰：「〈說卦〉篇，不與〈繫辭〉

〈文言〉一例，蓋聖人觀河圖而定八卦之方位，因以臚列八卦之

象，其開章即著明卦之所由立，爻之所從生，而歸本於和順道德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申明性命之理，不外陰陽剛柔，其在人則

為仁義，而理之所以窮，性之所以盡，則不外乎順時而已。蓋聖

人仰觀俯察，實見乎易之為道，無時無地而不在焉！無人無物而

不賦焉！於是分別卦位之性情，而先以人道之廣生大生，推而至

於窮神而妙萬物，近取諸身，吾身則全乎《易》也；遠取諸物，

則一物皆有一《易》也。然猶恐人之泥於物而滯於象也。更推而

廣之，於一卦更立無方之象以盡其變，俾讀《易》者即象可以盡

《易》，即物可以求象，不滯於理而能妙乎理，此聖人繼天立極，

所以上承羲文之劃之辭，所謂神而明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者

也！故聖人假象以明《易》，自後儒執《易》以求象，而《易》

反亡矣！」彭氏之言，可謂得觀象玩辭之通，為學者指南之針矣。

1 

 

就以上杭氏所推崇並引用的彭申府之言，便可以看出這種「廣象」的

本質之所在；首先是聖人的主要用意在於「假象以明易」，所以「仰觀府

察，實見乎易之為道，無時無地而不在焉！無人無物而不賦焉」這樣的一

                                                 
1 《易楔》卷三 p114，p115。 



個大前提。之後，便「更推而廣之，於一卦更立無方之象以盡其變」，為

使「讀易者即象可以盡易，即物可以求象」。總而言之，這種「廣象」的

本質即是在體認了「易之為道，無時無地不在，無人無物不賦」的前提之

下，不斷對「易象」的一種「推而廣之」。但由於其中被推廣的對象內容(如

乾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馬⋯等)，在尚未與所謂的「西學」相接觸

前，往往僅限於或不越出中國固有的名物對象、文化內容。本論文將以上

這種在與「西學」接觸之前，就中國固有的名物內容來對易象加以「更推

而廣之」的「廣象」，稱之為「狹義的廣象」，以區別於下述的「廣義的廣

象」。 

針對本文所謂的「廣義的廣象」而言，杭氏於《學易筆談》中有云：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民物之孳乳無窮，而

象數之遞演而遞進，遞進而遞繁，無有止盡。故在黃帝之時演

《易》，伏羲之八卦已不足用，乃益之以干支；文王演《易》，干

支已不足用，乃益之以彖爻；孔子贊《易》，而彖爻又不足以盡

事變物情，乃益之以繫辭十翼。今距孔子之世又三千年矣。世界

大通，事物之紛紜繁變，什伯倍蓰千萬於古昔，而所用之文字，

乃不能隨世事遞演遞進，以應所需。且小學中絕，音移義晦，經

典固有之字，因廢置已久，不復為人所識者，十殆四五。固說《易》

者，往往於《易》之一字一義，累千萬言之解釋，而仍不能明；

然必待小學既明而說《易》，又如臨渴掘井，不能濟目前之用。

且不能令多數之學者盡通小學焉！則雖說亦如無說，而《易》仍

不能明。則不如假世界通用之名詞以代之，以補文字之缺憾，而

閱者亦易於瞭解也。豈非《易》之一助乎？2 

    
從以上的引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在「杭氏易學」中那種「廣義的廣象」

之端倪來了。正如張文江先生所指出的：─ 

 

                                                 
2《學易筆談》初集卷一，p23〈新名詞足與經義相發明〉。 



 

杭辛齋對《易》學的理解有著較闊大的境界，他身處本世紀初，

深切觀察到中國文化已與世界文化相見的事實，故其治易匯通古

今中西，以闡明易道象數為主 ⋯ 傳統易學的面貌至此一變」3。 

 

正是基於杭辛齋氏這種「較闊大的境界」以及他「深切觀察到中國文

化已與世界文化相見的事實」使得本論文所謂「廣義的廣象」之前提得以

實現及確立。正因為他有「較闊大的境界」，所以才有「今距孔子之世又

三千年矣，世界大通，事物之紛紜繁變，什伯倍蓰千萬於古昔，而所用之

文字，乃不能隨世事遞演遞進，以應所需」這樣的眼光；又正基於他明白

深切地意識到中國文化已與世界文化相見的事實，所以才有「則不如假世

界通用之名詞以代之，以補文字之缺憾，而閱者亦易於瞭解也。豈非《易》

之一助乎？」這樣的嘗試與實踐。 

 

正出於以上所突出的這兩點，所以到了「杭氏易學」的易學世界之中，

原來那種只限推廣於中國固有名物及文化內容的「狹義的廣象」已被突破

了，「廣象」因此隨著「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相見的事實」而進一步將目

光及其所「廣」的對象及內容，指向了中國以外的「世界文化之內容」，

遂成本論文所謂「廣義的廣象」。在清末民初當時的局勢以及中國人的心

目中，中國以外所謂的「世界文化」，主要指的就是佔世界主流的那一個

科學技術和社會政治等文明都較為完備發達的，諾大的一個西方世界及其

文化內容。杭辛齋在同文館受過教育，對當時種種西學的內容是頗有一定

的瞭解的，尤其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這兩方面的內容，更是杭氏取來作

為「廣象」之最新穎、最為「源頭活水」似的對象了；於是我們可以看到

《杭氏易學七種》之中，會提到諸如離心力、向心力、化學分劑、太陽黑

子、七色分光鏡等內容，作為他「廣義的廣象」之「西學」新對象了。 

 

 

                                                 
3 見《學易筆談‧讀易雜識》出版說明‧張文江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月。 



(二) 張之銳《易象闡微》4 

 
《杭氏易學七種》中凡涉及「西學內容」與易象之關聯者，杭氏筆下

有時就會提到一個人物── 河南 張之銳氏及其「以新學講易」的著作《易

象闡微》，例如《學易筆談》初集卷二的〈教育〉一則中提到： 

 

河南張之銳氏，近世以新學講《易》者也，其論近世教育，足與

《易》相印證者。 

 

又《學易筆談》初集卷四的〈化學之分劑與象數合〉這一則提到： 

 
        張氏之銳《易象闡微》取氣之分劑性質，以卦位爻數乘除推衍，

無不妙合。 

 
    除了在杭氏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張之銳其人之外，我們也可以發現，杭

辛齋之「以新學講《易》」，很多地方也正是有受到張氏的影響，甚至只是

復述或強調張氏之說法而已；譬如以上所舉〈教育〉及〈化學之分劑與象

數合〉二例，即是杭氏援取張氏的觀點以為說而已5。以下列出的是《易象

闡微》一書的編目，我們從其中就很可以看出張氏此書「以新學解《易》」

的傾向來： 

 

一、〈周易界說〉二、〈周易之名義〉三、〈太極之真象〉四、〈陰陽〉 

五、〈卦象之幾何〉六、〈周易用數之例〉七、〈消息與變動〉八、〈象籥〉 

九、〈河圖洛書之作用〉十、〈論性〉十一、〈天演界〉十二、〈循環與進化〉 

十三、〈人身之動靜〉十四、〈用中主義〉十五、〈周易之名學〉十六、〈分理〉、

十七、〈求等〉十八、〈尚賢〉十九、〈功名〉二十、〈刑罰與教育〉 

二一、〈道德與宗教〉二二、〈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二三、〈論位〉 

                                                 
4 《易象闡微》(清)張之銳‧無求備齋易經集成本‧第 123冊‧據清宣統二年排印本影印。 
5 如《學易筆談》中〈教育〉這一則的觀點，即源出於張氏《易象闡微》中的〈刑罰與教育〉，
p251—p253。 



二四、〈人群最終最大之目的〉二五、〈方圓〉二六、〈物理一斑〉 

二七、〈日為光色之源〉二八、〈春秋義例本於周易〉 

二九、〈八卦為六書之濫觴〉三十、〈周易正傳〉 

 
   由於張氏原書的「無求備齋」本不知何故沒有收入任何「序言」，以下

張之銳氏關於此書原有的〈自序〉一文 (張氏自序於宣統二年庚戌，即 1910

年)，乃轉引自潘雨庭先生的《讀易提要》6，誠如潘先生所指出的：「讀此

(序)全書之大義已見」，從以下〈自序〉一文中我們可以更具梗概性地把握

住張氏其書的根本精神及其旨趣所在：─ 

 
東西洋兩文明潮流，與接為構之勢日劇，嗣後兩文明特質化合，

必放一異樣之光彩，可斷言也。東洋文明當以我國為代表，惟因

國權微弱，列強人士，恆鄙夷而不屑道；譚世界文明史者，往往

於我國三古學術，加以詆訾；此固勢利之常情，要亦我國之學子，

于先聖已開之文明，未能發揮而光大之也。易象者，我國最古之

形數的哲學也。第其道深遂幽渺，秦漢以降，智者頗鮮，已且不

知，而又何怪於外人乎？家有藏金，而仰屋憂貧；豔人之富，俯

首搖尾以丐其餘。我恥之或痛之，我於是乎有《易象闡微》之作。

彼西洋學說有合於我易象者，我取之；其不合者，我棄之。我無

中、外之見，我無新、舊之觀，我惟知有真理而已！ 

 
觀以上所引張氏〈自序〉文，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 張之銳作《易象闡微》的時間雖稍早於杭辛齋 (張氏此篇〈自序〉

乃作於 1910年，而杭氏則是在 1916年出袁世凱獄後，始正式治力

於《易》學 )但兩人治《易》的時勢之大背景是一致的，兩人都是

處在清醒地意識到「中國文化已與世界文化相見的事實」這樣一個

氛圍之下，主張對世界文化採取開放，接納的態度，並深自期許及

                                                 
6《讀易提要》潘雨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月第一版，p505。 



相信這兩大文東西文化的碰撞及兩者的「特質化合」之下，「必放一

異樣之光彩」。 

 

二、 處在當時那樣一個中國相對挨打、貧弱，而列強則普遍囂囂其上，

致使中華民族的文化自尊心備受威脅的時代氛圍之下，張之銳、杭

辛齋這兩位有志之士之研《易》治《易》，都不免在某種民族文化自

尊與自強之心的驅使下，都帶有一種稍嫌矯枉過正的，「西學中源」

論的色彩；以上引文中張氏所謂「彼西洋學說有合於我易象者，我

取之；其不合者，我棄之」，這可說是與杭辛齋的那種「彼西學皆本

源於中國，皆得折衷、歸宗於我煌煌大《易》」的傾向不謀而合；然

而張氏於後文又說：「我無中、外之見⋯ 我惟知有真理而已」，這很

明顯是兩個矛盾的態度，因為張氏既從「易象」出發來「棄取」「彼

西洋學說」，很明顯的就是跟杭辛齋一樣，一開始就先前提性地將立

足點及評判的視角放在「中國」、「東方」及「《易》象」這一邊了，

似乎不可謂之為「無中、外之見」了。 

 

三、 張氏與杭氏兩人，可說都是以「易象」為溝通之媒介，去參證、去

「特質化合」西方的種種名物學說的；就某種本質上的考察而言，

張氏的這種通過「易象」去溝通西方文化內容的實踐，與前述杭辛

齋的那種「廣義的廣象」是沒有甚麼不同的，兩者那種一脈相承的

影響關係及實踐方法，可以說是一體化的，這從《易象闡微》中的

種種「以易象溝通、考究西學」的大量實例中就可以看得出來。譬

如，書中〈日為光色之源〉、〈刑罰與教育〉等篇什之參論「易象」

與物理學中的日光分而為七色，或社會科學中的法律及教育原則等

等，無不體現了與前述杭辛齋的那種「廣義的廣象」之本質；基於

本論文所固有的範圍限制，所以對張之銳《易象闡微》中的相關內

容，也就不予以具體地舉例論證了。 

 

 



第二節 西方自然科學 
 

杭辛齋於《學易筆談初集‧今後世界之易》一則中云：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通其變使

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蓋民之情，恆厭故而喜新。厭

則倦，倦則精神懈馳，而百事皆墮壞於無形，此〈蠱〉之象也，

故「君子以振民育德而變化之」。〈蠱〉成〈隨〉，則「元亨而天

下治」，〈隨〉「元亨利貞」而「天下隨時」，「隨時之意大矣哉」！

今之時何時也？五洲交通，天空往來，百廾並興，地寶盡發，所

謂「萬物皆相見」，其重明繼照之時歟！離火之功用，遍於坤輿，

極則為災，或致「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占。果能神而化

之，變通盡利，則將由物質之文明，而進於精神之文明，是明出

地上，火地為〈晉〉，「受茲介福」之時矣！《易》道於此，必有

大明之一日，吾輩丁茲世運絕續之交，守先待後，責無旁貸。亟

宜革故鼎新，除門戶之積習，破迂拘之謬見，以世界之眼光觀其

象，以科學之條理玩其辭，集思廣益，彰往察來，庶五千年神秘

之鑰可得而開。7 

    

據以上所引杭辛齋之言，我們很可以看出他與前述張之銳《易象闡

微‧自序》中所表露出來的時代精神及胸襟、眼光是很類同的，張氏所謂

「東西洋兩文明潮流，與接為構之勢日劇，嗣後兩文明特質化合，必放一

異樣之光彩，可斷言也」；到了杭氏這裡就變成了「今之時何時也？五洲

交通，天空往來，百廾並興，地寶盡發，所謂『萬物皆相見』，其重明繼

照之時歟！⋯ 果能神而化之，變通盡利，則將由物質之文明，而進於精

神之文明，是明出地上，火地為〈晉〉，「受茲介福」之時矣！《易》道於

此，必有大明之一日！」可以看出，他們二人在面對「中國文化將與世界

文化相見」這樣一個時代大趨勢的局面下，都主張傳統的「易學」當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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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文化採一種接納及開放的研究態度，從傳統意義上的「觀象玩辭」，轉

渡到「以世界之眼光觀其象，以科學之條理玩其辭」，欲促使易學「從中

華走向世界」，讓這蘊藏著「五千年神秘之鑰」的煌煌「易道」，在與世界

文化的碰撞之中，產生出新文明的火花。 

 

杭辛齋在「吾輩丁茲世運絕續之交，守先待後，責無旁貸」這樣沉重

的歷史使命感之下，往往非常認真地從事易學的整理、創新的工作，尤其

在他自己肄業於同文館的背景之影響下，尤其著重以西方自然科學及社會

科學中的種種內容，來跟「易學」作一番「比較」的研究；在稍早的同志、

同好張之銳氏的影響下，杭氏於《杭氏易學七種》之中，尤以《學易筆談》

兩集為最，閱者可以發現許多「以新學講《易》、證《易》」的篇什，這也

正是「杭氏易學」中相當具有特色的一面。以下，將以其中最具典型性的，

內容涉及到西方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化學生物以及下一節中，其內容涉及

到社會科學中的社會、法律及教育等的幾個突出部份以為例，從而進一步

地瞭解及說明杭氏「以新學講《易》」的情形。 

 

(一)物理學 

(1)向心力、離心力與〈坤〉之「翕」、「闢」 

 

杭氏於《學易筆談》初集的〈新名詞足與經意相發明〉中有云： 

 

《易》言：「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而翕與闢之義，以舊文字

釋之，則「翕」為聚也合也，「闢」為為開也。一開一合，字義

雖盡，而於《易》言「翕」、「闢」之妙用，仍未著也。若假新名

詞以解之，則「闢」者即物理學之所謂離心力也，「翕」者即物

理學所謂向心力也。凡物之運動能循其常軌而不息者，皆賴此離

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繞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以釋「闢」



「翕」則深切著明，而閱者亦可不待繁言而解耳！8 

 

就我們今天的認識而言，離心力與向心力二者，乃初等物理學(力學)

中最基本的觀念；然而在科學知識才剛剛普及不久的中國，這一對概念還

算是比較新穎的；杭氏在這個例子中，別出心裁地以這一對力學上相反相

成的概念，來詮釋古老《易經》中〈坤〉卦的這一對也是相反相成的「翕」、

「闢」之觀念，可說是相當地獨具匠心及新意。然而，在這個例子之中，

以「離心力」及「向心力」這兩個觀念來詮釋「翕」、「闢」二字之義，是

否真的「深切著明」，這也許就是一個見人見智的問題了。 

    

本人傾向於以為，成書於西周初年至戰國中後期的《易經》(包括《易

傳》)，在其撰作者的心目中，應該還沒有「離心力」、「向心力」這兩個物

理概念，所以若視此二概念為《周易》中所固有者，是不妥當的；然而如

果以這兩個物理概念作為種對「翕」(聚也合也)、「闢」(開也)二義的一種

「形容詞意義」上的「推廣」，倒也不失為一種在固有的名物內容之外的，

新的詮釋嘗試。但在此類認知的基礎上，一定要有「是外來而非《周易》

所固有」的這樣一個前提認知。 

 

(2)日光七色與〈賁〉卦 

在西方，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科學界泰斗牛頓著有《自然哲學的數

學原理》，深深地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科學進程；除影響最深遠的力學

領域之外，又在物理學的其它部門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杭辛齋於此例中

所謂的「日光七色」之說，即是牛頓在光學上的一個著名發現。他透過三

稜鏡發現了日光原來蘊集了七種顏色，而這七種顏色反過來又能混融成日

光原來的顏色，杭氏指出： 

 

日光具七色光線，而此七色之光線，動而合成一色，則為白色，

此近代泰西科學家所發明也。現時學校儀器中，有一種圓形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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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版，其上分繪七色，附一機輪，以皮帶聯之，搖其輪令此原版

之旋轉極速，則只見白色，即所以證明七色變白之說也。凡高等

小學以上之學生，殆無不知有此者矣，然我國舊學家，固未有言

之者也！不料《易經》於數千年以前，早已發明之，象義明晰，

確切不移，與西人之說正相吻合，其象即見於山火〈賁〉之一卦。 

 

這真是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說法！在杭辛齋對《周易》「極深研幾」

式的執著探究之下，發覺這個 17、18 世紀才由牛頓發現及提出的光學發

現，早就被《易經》的作者「發明於數千年以前」，且將這個原理「象義

明晰，確切不移」地深藏於《周易》上經中的第二十二個卦──〈賁〉卦

之中了；然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杭辛齋進一步說明道： 

 

〈賁〉離內艮外，離為日，離居九位，九宮之色，一白二黑三碧

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數雖九而白居其三，並之仍為七

色。離為日而居九位，則自當有七色，與西說正相同也。由九三

至六五，中爻為〈震〉，〈震〉，動也，震動而離之七色皆變為白，

故六四曰：「白馬翰如」(「翰如」即轉動極速之狀也)，至上九

曰「白賁無咎」，曰「白賁」則全卦皆變白矣，與七色變白之新

學說完全吻合，無一絲一毫之勉強穿鑿，而「翰如」二字，則幾

將近日學校所用之儀器，並其轉動之狀曲繪而出，可謂神妙不可

思議矣！子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略指其一而已可

見矣！惜我國讀《易》者，皆忽略讀過，更無科學之知識與眼光

以研究之，宜乎其不可解者多矣。9 

 

從以上所引杭氏的論證過程中，我們發覺他動用了〈賁〉的內外卦(上

〈艮〉下〈離〉)、〈離〉卦的「廣象」(見《說卦傳》：「離為日」)、九宮

九色之說、後天八卦配洛書(九宮圖)之方位(「離為日而居九位」)、互卦(九

三至六五中爻為〈震〉卦)、以「翰如」作「轉動極速」解、「白賁」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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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皆變白」解⋯等各種曲折的易例、易學內容以及它們之間各種關係的推

衍轉化，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來。 

 

然而，既是通過這種種曲折繁複的易例及易學內容(如九宮九色等)，

才得以將「日光七色」這個物理現象與〈賁〉卦兩相聯繫起來，就不禁給

人一種「將兩者強行牽連在一塊兒」之感，而其中二者之間的必然性也就

會令人不禁存疑了。杭氏雖自謂「無一絲一毫之勉強穿鑿」，然而這種論

證方式，恰恰不禁要給人一種「勉強穿鑿」之感了。在論者本人看來，杭

氏這樣的一種舉證及推論，似乎並不能得出「七色變白」與〈賁〉卦之間

有上述如此這般的關係；反過來，杭氏這樣的論證方式反更教今天的我們

覺得，「日光七色」這樣一個物理現象與〈賁〉卦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

的兩回事兒，正是杭氏通過揉合種種易例與易學內容，將二者之間強行聯

上關係，以達成「此西說與《易經》正相吻合」或「《易經》於數千年以

前，早已發明之」這樣一個主觀而單純的願望罷了！或者說，「日光七色」

這個物理現象，在這裡又因杭氏之故而成了《易經》中的又一個「廣義的

廣象」而已。 

 

(二) 化學 

〈乾〉〈坤〉六子與化學元素 

 

化學作為自然科學中相當典型的一門實驗科學，因其中有更為具體的

種種物質要素、原質作為這門學科組成的重要部份，於是化學中這種種具

有各自具體型態及特質，而彼此之間的關係、轉化又有某種規律可循的物

質要素或原質，也就成了杭氏(張之銳氏亦然)「廣義的廣象」的重要對象

之一。杭氏於《學易筆談》初集的〈化學之分劑與象數合〉中提到： 

 

西人物質之化分，譯之為化學者，乃近世紀所發明者也。不謂地

隔三萬里，時閱七千年，而吾《易》之象數，能與之一一吻合，

無毫釐之差。嗚呼，是所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者，豈空談性理所能悉其奧旨哉？張氏之銳《易象闡微》取氣之

分劑性質，以卦位爻數乘除推衍，無不妙合。尤奇者，陽三而陰

二，足證古聖「參天兩地」之數，故俟之萬世而不惑者也！10 

 
杭氏在以上引文中，很明顯地說明了自己是認同於張之銳的主張；而

這一則關於〈乾〉〈坤〉六子之象數與化學之分劑「能一一吻合」，同時又

「陽三而陰二，足證古聖『三天兩地』之數，俟之萬世而不惑」的創見，

也是在張之銳氏的揭示之後，而杭氏再進一步加以發揮闡揚而已；然而事

雖如此，但就前述所論杭、張二氏所共有的某種一致性(志在以《易》學溝

通中西)而言，雖率先由張之銳氏提出的這個說法，也就在某一種意義之

下，可以看作是杭辛齋本人所深切認同的一種創見了。杭氏在文中提出這

樣的論述： 

 
《易》以陽為氣而陰為質，乾坤氣質之總綱，六子乃氣質之分類，

故氣質之分析，當於六子求之。輕氣(亦稱水素)比較各氣重量為

最輕，於《易》為〈震〉象，以〈乾〉通〈坤〉初，出於〈震〉

之卦氣也！〈震〉初一陽始復，其幾甚微，故其氣甚輕(地山〈謙〉，

〈坤〉〈艮〉皆重也，乃曰〈謙〉輕者，亦以三四五爻之互〈震〉

也)。〈震〉為動為陽，陽之氣輕清而上昇，故〈坤〉變為〈震〉，

動而氣昇，則〈乾〉即成〈巽〉而為風。蓋〈乾〉陽之〈坤〉，

熱漲上騰，而〈乾〉之本體反虛，他處空氣入而補之，因動蕩而

為風也！凡卦爻本體，不能互成他卦者，當為獨立之原點，其可

以互成他卦者，即為化合之合點。如〈坎〉五陽以上無互體，為

獨立養氣(意稱酸素)原點，下互〈艮〉為淡氣，此即養氣常與淡

氣相合之象也！若五陽下降至四，則亦互〈震〉體，而變為「雷

雨作」〈解〉，此即輕氣上升，與天空養氣化合而成雨之象也。又

如〈震〉初陽無互體，為輕氣獨立原點。四陽互〈艮〉互〈坎〉，

此亦與淡氣相合，及化合成雨之象也。〈坎〉五之陽由〈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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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陽三(爻體陽三陰二)與五位相加為八，以二乘八得數十六，

〈震〉初之陽，由〈乾〉四來也，以陽三與初位相減為二，以二

除四，仍得二，2：16 =1：8，故輕氣之分劑數(亦曰原子量)為一，

養氣之分劑數為八，一以乘得數，一以除得數也⋯11 

 

以上所引這段論述，可以說是非常的清楚了──主要的目標就是要通

過相關規定的卦(如以氫為〈震〉象，以氧為〈坎〉象等)的象數之推衍運

算，以得出相應元素的原子量來。以上所引這一段，即以元素中最為基本

的氫氣及氧氣為例，通過各種卦爻象數、易例以及彼此之間某種關係的規

定，加以比對運算，最後得出此二元素之原子量的對比數值出來。 

 

然而，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種「廣義的廣象」之做法是非常之牽強的。

他首先將一些「想當然耳」的表面相似性【例如「輕氣(亦稱水素)比較各

氣重量為最輕，於《易》為〈震〉象」、「〈坎〉五陽以上無互體，為獨立

養氣原點」⋯等】當作是整套論述中必然性的前提，人為的操作性與導控

傾向非常的明顯；之後又在這樣一種前提之下，試圖通過進一步的人為導

控，選擇種種有利於論證的易例(如乾坤與六子之間的昇降往來、「互體」

的大量運用⋯等)，相互揉合之後，再落入具體的數值演算以得出想要的結

論來。關於這整套論述中種種曲折的過程，以上引文已呈顯得相當清楚，

茲不贅述。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在杭氏論述過程中發現一些明顯違背了常識的

說辭，譬如引文中的這一段：「若五陽下降至四，則亦互〈震〉體，而變

為「雷雨作」〈解〉，此即輕氣上升，與天空養氣化合而成雨之象也」。據

我們今天的瞭解，雨水的形成乃是地球表面上的水以水蒸氣的形態往大氣

層中聚集成雲，遇冷則又以液態水的方式落歸地表來；也就是說，雨水形

成的全過程都是「水」的自身以不同形態(或液態、或氣態)在循環罷了，

決不是如杭氏所說的甚麼「輕(氫)氣上升，與天空養(氧)氣化合而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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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氏所說的這一種氫、氧之分離與結合為水(雨)的現象，一般只有在「電

解」這樣一種化學過程中才會發生，而我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下雨」並

不是一種「電解」現象，所以決不可能發生「輕(氫)氣上升，與天空養(氧)

氣化合而成雨」這樣一種現象的。 

 

原文通過近六頁的篇幅，對〈乾〉〈坤〉六子一一作了類似的象數、

易例之分析與推比演算之後(詳見原文)，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以上輕(震象)、養(坎象)、淡(艮象)、綠(巽象)、炭(離象)、喜

(兌象)六氣，即乾坤二元所化生震坎艮三少陽，巽離兌三少陰之

六元象也！然三少陽所成之原質有三類，而三少陰所成原質只有

兩類，可見陰三陽二之定則，雖造物者亦不能越此範圍(五行之

數亦天三地二，天地之數亦天三地二)也！此外之原質，若碘、

若氟、若金類、若非金類、為數甚夥，苟能各按其天然分劑之數

與其品性，依卦象變化之條理，以方程求等之法抽繹之，當無不

有一定之公式，可斷言矣。12 

 

通過對原文審慎的思考與推究之後，我們幾乎可以明白地指出，這一

則例子以及它所涉及到的種種論述過程並結論，只是一種有趣的象數遊戲

或某種「巧說」而已，其「客觀性」與「必然性」在我們今天看來，破漏

與疑點隨處可見，是經不起細究及推敲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可以將

之視為張、杭二氏欲將這六種化學元質當作《易經》中「廣義的廣象」之

對象的又一努力與執著，在化學這個領域中的體現。此外，他們在溝通《易

經》與西學過程中的某種論述旨趣及詮釋方式，也正在這一則例子之中展

現無疑。 

 

 

 

                                                 
12 《學易筆談》初集卷四‧p209。 



 

(三) 生物學 

〈蠱〉卦與微生蟲 

 

自荷蘭人列文‧虎克無意中發明了顯微鏡，替人類的視界開啟了一個

「微型生命的宇宙」，一直到十九世紀著名生物學家巴斯特終於揭開了一

系列有關細菌及其影響作用的生物學之謎以來，「微生物」這個原本被隱

在人類視域背後，然而卻起著極其重要的影響與作用的生命型態或對象，

終於也就在生物學科中佔了非常重要的一環，其重要性也逐漸受到人們越

來越大的關注。杭辛齋在這一則論述中，也便從生物學中的「微生蟲」(今

稱「微生物」)及其所固有的變化、作用著眼，聯繫到《易經》中的第十八

個卦──〈蠱〉卦： 

 

蠱者，變化之卦也。天地與人事，非蠱不生變化。故《周易‧序

卦》以蠱次十八，二九十有八變，六十四卦無窮之變化，胥由於

此矣。今歐西之學說，謂凡物之變化，皆微生蟲為之，非但物質

之變化如造酒製醬等類，皆因微生蟲之醞釀，即植物之滋長，土

質之改變，亦無一非微生蟲之作用。而生物之體，與空氣及水中

之微生蟲，更不可以形求而數計。蓋非微生蟲，則變化之機能止，

變化止，則生理亦將以俱止，而人物或幾乎息滅矣！甚哉，蟲之

所以變化，其關係之重且大也。然此種科學之發明，要在近百年

以內，百年以前，無此說也。 

 
由以上引文可見，杭氏是緊緊扣住「變化」這一概念，包括物質之變

化、植物之滋長、土質之改變等等，來將「微生蟲」與「次十八，二九十

有八變，六十四卦無窮之變化，胥由於此矣」的〈蠱〉之一卦聯繫起來，

強調了兩者在生命之機能、生理之變化的極其關鍵的普遍性及重要性；同

時又以「此種科學之發明，要在近百年以內，百年以前，無此說也」一語

作為伏筆，以引出下列引文中的主張： 



 
自顯微鏡之制造益精，而微生蟲之形狀與功用，發明乃益多。在

古聖作《易》之時，既未嘗有此精細之科學，更何來此百倍千倍

之顯微鏡，以窺視目力能所不能見之蟲，而知其功用。而乃於天

地人物變化樞要之一卦，命之曰「蠱」，而蠱乃從蟲。且其象數

變化之作用、之意義，更再再與今之新學說相合，而簡當精要處，

彼化學家所實驗而得者，或無以加焉！嗚呼，聖而不可知之為

神，誠哉其不可測矣！13 

 
出於意料之內的，我們可以看到杭氏認為作《易》的「古聖」早在顯

微鏡發現之前的久遠年代裡，就已將一切關於「微生蟲之知識」以精微奧

賾的象數，蘊藏並寄托在《易經》中的〈蠱〉卦當中了。於是原文中動用

了上下卦、文字訓詁之說、《詩經》《春秋左傳》等文獻中的文句「例證」

以及滇黔兩粵之地有蠱為患的故實⋯等等，來加以強調並反復說明以上這

個觀點14，最後得出結論云： 

 
蟲之變化，物質上之事也。而〈蠱〉則含乎意志，更兼精神上之

變化也。妙哉，匪夷所思矣！15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又正類似於前述「化學元素」的例子，是

杭氏欲以生物學上的「微生蟲及相其相關知識」，作為其「廣義的廣象」

之對象的又一體現，而且在這最後的結論中，更明顯地將《易經》那種「體

用兼賅」(物質與精神兼而有之)的優勢，體現在指出為微生蟲之變化僅屬

「物質上之事」，但〈蠱〉這一卦卻「更兼精神上之變化也」的這樣一個

比較之上，明顯地「中高於西」。 

 

 

                                                 
13 《學易筆談》二集卷一‧p33，p34。 
14 文繁不贅，詳見原文 p34─p38。 
15 《學易筆談》二集卷一‧p38。 



第三節 社會科學 

 
一、 社會 

祭祀、享祀與公共集會 

 

杭辛齋在《學易筆談》初集卷二的這一則〈祭祀〉中，涉及到一個有

關「祭神祀鬼」與「人群集會」之間其實一體兩面的社會問題，他指出： 

 

《易》之言祭祀享祀，均含有二義。一為祭神祀鬼，此祭祀之本

義也。一為人群之集會，以謀一群公共之事，亦以祭祀行之。蓋

古人風氣淳樸，而庶民之家，又無廣庭巨廈，足以為集會之地者，

故凡有會議之事，往往藉祭祀以行之。一鄉一邑之事，則集之於

社，所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及「孚乃利用禴」等象，

不盡為禱祀求福，實含有會集群眾之意焉！降及後世，厲行專制

政治，普通人民，更不容有公然集會之事，幸有此祭祀陳例可援，

得藉事神為合群自衛之一道(上以神道愚民，民以神道自衛，可

見無平不陂，《易》道之妙用即寓於其間矣！)。近如各鄉之有社

廟，各業與僑民之有會館，無不以祭祀為集合群眾之介，猶足以

見《易》之遺意焉！16 

 
由以上引文可看出，杭氏將《周易》中原有的祭祀、享祀之「祭神祀

鬼」的原意，擴充到「人群之集會，以謀一群公共之事」這樣一個有另一

種社會功能的活動；而《周易》中有關「利用祭祀」、「利用享祀」等的記

載，竟也成了後世之人「藉事神為合群自衛之一道」的「可援」之「陳例」

了。這樣的說法，是把「會集群眾」乃至於近時的「各鄉之有社廟」、「各

業與僑民之有會館」等的種種群眾性的集會或社會組織的源頭，盡皆追溯

                                                 
16 《學易筆談》初集卷二‧p90。 



到《周易》身上了。 

 

然而我們不禁有一個疑問，杭氏這樣地把後世的群眾性集會或組織的

源頭，看作是《周易》的「遺意」，是否有事實上確切的根據呢？還是這

只是一種想當然爾的推測或假說？至少細察以上所引全部文字，我們可以

發現在杭氏的這一段相關論述之中，是找不到任何事實上確切的根據的。

如此，惟一的辦法就是將之視為一種在杭氏獨特的觀察視角下，所產生出

來的一種富有啟發性的推測。更何況，結合著杭氏一貫時時強調的「易道

之廣大悉備，無所不包」這樣一個前提傾向看來，他之所以會有如此這般

的推測，就是非常合理的了。另要加以說明的是，這一則例子中所謂的「群

眾性的集會」雖然原則上只是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談，但由於這是一種屬

於全世界的社會現象，所以被安插在「社會科學」這一節之下來加以論述。 

 

二、 法律 

「易象」與司法獨立之間 

 

這一則論及「司法獨立」這一個誕生於西方近現代的法律觀念，在《易

經》的幾個卦象之中，早就已經「明著之」，而且孔子贊《易》之際，早

就「一再言之」了。換句話說，杭辛齋認為所謂「司法獨立」的這個「近

世自詡為新學說」的概念，在中華古老的典籍之中是早就已經「深切著明」

地存在了，其持論曰： 

 

司法獨立者，近三十年來之學說也。我國自三代以降，於古人設

官分職之遺意，久已棼而莫可紀極。以行政官操生殺之柄，威福

自恣，積非成是，恬焉安之而莫以為妄。而不謂《易》象已明著

之，孔子贊《易》，更一再言之。〈賁〉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

無敢折獄」。明示以折獄之必有專職，行政者雖明，亦無敢越俎，

非司法獨立之精義乎？〈豐〉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明示以

用刑為折獄者之專責，凡非折獄者，皆不許有用刑之權，非司法



獨立之明證乎？蓋〈豐〉與〈噬嗑〉為同體之卦(火雷〈噬嗑〉，

雷火〈豐〉)。〈噬嗑〉曰：「利用獄」，故孔子更於〈豐〉申明其

意，以見除此之外，雖〈賁〉為〈噬嗑〉之往來卦，亦無敢折獄，

其謹嚴如此。近世詡為新學說，而《易》象已深切著明於七千年

之前，《易》道之廣大悉備，此其一端矣！17 

 
   杭氏認為，「司法獨立」原本就屬於中國古人「設官分職之遺意」，只

是因為三代以降，局勢每況愈下，導致這種早已存在的「古之遺意」在歷

史的洪流中「久已棼而莫可紀極」了，這又進一步造成了行政官對人民「生

殺大權」的「越俎代庖」，慢慢流成了一種大家因習慣了而「莫以為妄」

的執法淆亂之現象！然而，杭氏指出在《周易》中的〈賁〉、〈豐〉以及〈噬

嗑〉這三個卦的〈大象傳〉之中，早就明確地記載了有關「司法獨立」的

「精義」及「明證」，可以由文字上明白地顯示出來。其中尤以〈賁〉卦

與〈豐〉卦二者的《大象傳》傳文為最顯著的一組對照說明；前者的「君

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在杭氏的詮釋下，有「折獄必有專職，行政者不

敢越俎代庖」這樣一個意義；後者的「君子以折獄致刑」也就在對照之下，

被杭氏詮釋作「用刑為折獄者之專責」了。 

 
以上這個關於「司法獨立」的討論，作為杭氏諸多「廣義的廣象」中

的其中一個例子而言，可以說其論述的過程是相對來說比較合理的一種推

測，其所舉的卦象文字，至少在字面上及文字原意上都跟杭氏所論及的這

個主題頗為相符。然而，其中也很有一些不可不被指出來的的問題及疑

點，譬如今天已知《易傳》非孔子所著，且成書於西周初年至戰國中後期

的《周易》，即使真的有種種「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的妙處，其距今也

決不會有如杭氏所謂的「七千年之前」那麼久長的時間等問題，都是我們

在面對「杭氏易學」之際所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因時代的認知局限所產生

的種種對《周易》其書各個細節乃至於關鍵處的錯誤認知。 

 

                                                 
17 《學易筆談》初集卷二‧p94，p95。 



 

三、 教育 

《易》之教育五種 

    

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往往是通過書院或私塾的形式表現出

來；這種棉延久遠的傳統教育形式，終於在清代末年引進了西方新學制之

後而有了突破及變化。隨著這種「規模弘遠，成效彰著」的新學制之引入，

自然在傳統中國社會中造成了很大的反響，同時也肯定吸引了當代的有識

之士們對它的注意、思考及評價。不約而同地，張之銳及杭辛齋這兩位有

志於溝通傳統《易經》及西方新學的才智之士，果然都對「新學制」這個

對象作了相應的思考與回應。首先是張之銳在其《易象闡微》中特別於〈刑

罰與教育〉這一章裡頭鄭重而全面地提出了「新學制」與諸易象之間的聯

繫問題，再就是杭辛齋於《學易筆談》初集卷二的〈教育〉這一則當中，

又著重地引述跟強調了張氏的思想；因此，在某一個意義上看來，這也正

可以代表杭辛齋對這個問題的主張與看法。杭氏云： 

 

近世教育制度，發軔於歐西，裨販於日本，規模弘遠，成效彰著。

適值我時衰俗敝之秋，以國力之不競，捨興學無以為圖強之本，

遂盡棄其學而學焉！而不知現世所行之學制，為我國所採取而未

能遍舉者，無不悉備於《易》象之中。河南張之銳氏，近世以新

學講《易》者也，其論近世教育，足與《易》相印證者。略謂《易》

之教育，約分五種。一曰蒙養教育、二曰國民教育、三曰人才教

育、四曰通俗教育、五曰世界教育。18 

 
杭氏於以上這段引文中直接就點出，近世的那種「發軔於歐西，裨販

於日本，規模弘遠，成效彰著」的教育制度，確實有其無可否認的優勢，

然而主要的目地更在於要強調這種新學制也早就是「無不悉備於《易》象

                                                 
18《學易筆談》初集卷二‧p95。  



之中」了，而且可以明確地如張氏所云，在引文中所劃分出來的這五種教

育，也都一一地可以在《周易》的文辭之中找到其相合的線索；如此，則

杭氏依著脈絡，重述張氏的觀點說： 

 
〈蒙〉之「蒙以養正」，蒙養教育也。蒙養本於家庭，故九二曰：

「納婦吉，子克家」，以明克家之子，必有賴於母教也。「包蒙」

之「包」，亦作「彪」，〈蒙〉與〈革〉旁通，以明「豹變」、「虎

變」之大人，皆正始於「彪蒙」也！〈蠱〉之「振民育德」，國

民教育也。國事之敗壞，由於民氣之萎靡頹喪，眛匹夫有責之義，

故先甲後甲，教育一新，以振民氣。傳曰：「蠱元亨而天下治」，

六十四卦言「天下治」者，除乾元用九外，惟此一卦也。〈臨〉

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人才教育也。政以臨民，培植政

治之人才，非有專門教育不為功。蓋普通教育，有一定之教科，

有不二之主義，而專門教育，則任學者自由研究。蓋人類之知識

不可限量，不能限學者之思想，而範之以有盡之課程，故曰「教

思無窮」也！〈觀〉「象」之「省方設教」，通俗教育也。四方之

風氣不齊，習尚亦異，故必省其方俗之所宜，觀其民情好尚而設

教始當。〈無妄〉象曰「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世界教育也！《中

庸》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大亨以正，使天下萬物各正其性命，各全其天賦之能，

而後教育之道始達於圓滿之一境，則尚非近世言教育者可能幾及

焉！以上張說之大旨如此，未知於近世師範之學，有當否也？19 

 

由以上敘述得相當清楚的引文中，我們看到張氏除了以〈蒙〉卦〈彖

傳〉中的「蒙以養正」一語來對應於所謂「蒙養教育」之外，其餘的〈蠱〉

〈臨〉〈觀〉及〈無妄〉四卦的相應之語辭，都是引自該卦的〈大象傳〉

之中。 

從以下的對照標示圖，更能一目了然地呈現出其中的簡潔性：── 

                                                 
19《學易筆談》初集卷二‧p96，p97。 



 
一、 蒙養教育 →       蒙以養正       ← 〈蒙〉卦〈彖傳〉 

二、 國民教育 →       振民育德       ← 〈蠱〉卦〈大象傳〉 

三、 人才教育 →  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 〈臨〉卦〈大象傳〉 

四、 通俗教育 →       省方設教       ← 〈觀〉卦〈大象傳〉 

五、 世界教育 →  先王20以茂對時育萬物 ← 〈無妄〉卦〈大象傳〉 

 
   從以上這個清楚的「教育種類 ─ 卦象」對應圖以及張、杭二氏針對

這種對應所作的種種解釋看來，這個例子又很明顯地體現了張、杭二氏欲

以「近世新學制」中的五種教育，作為《易經》「廣義的廣象」的對象了；

細察他們這種對應的方式以及相關的解釋部份，我們會發現這只是一種

「具有表面相似性的對應」，而尾隨其後的一連串解釋部份，也是依著那

「表面相似性」的解釋而順勢流衍出來的；這種對應跟解釋也許有它合理

的地方，但卻看不出來其中的「必然性」之所在；也就是說，這實在不能

得出杭氏所謂「現世所行之學制⋯無不悉備於《易》象之中」這樣的論斷

了，因為這個中的對應及解釋，都是主觀的、人為的。      

 
 

                                                 
20 《周易》〈無妄〉卦的〈大象傳〉當作「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杭氏與張氏皆誤為「君子」，
今據《周易》原文予以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