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  
──辛齋其人與辛齋其學 

 
陳寅恪先生有云： 

 

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

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

其學說不易評論 ⋯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

少之一部，故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

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

使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

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旨，表一種

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 

 

盡管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話主要是針對中國哲學史的撰寫，而杭辛齋也

算不上是嚴格意義上的「古人」，然而本人以為，以上這一種「瞭解之同

情」的精神，也正是理解與進入《杭氏易學》所不可或缺的根本態度，因

為簡單地說，辛齋其人與其易學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幾乎不可能離

開杭氏其人來理解他的易學；同時，除了「理解之同情」外，就沒有法子

認識並契入其易學之根本精神與價值了。本論文在這一點上欲著重指出的

是，杭辛齋先生乃不是為了易學而易學，而是為了人生而易學，甚至要指

出，在這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彷若是一種宗教式、信仰式的的強烈情感與使

命感，而非易學內容上的針對種種枝節問題的「客觀的學理式的論究」，

一切主題圍繞在「復興大易，綿緒聖學；弘道救世，安身立命」十六個字

上，此乃是「杭氏易學」的大本大根之所在：─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0年版‧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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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2 

 

離了這一點，我們就非但很難明白「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

旨」，更不用說希望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了。

總之，本論文在首要揭示出來的就是，「杭氏易學」的本質就是杭辛齋這

麼樣一個極富使命感的易學家將其精神折射且寄托在「易學」之中的一種

展現，抽去了這個最關鍵的本質因素，就不會有《杭氏易學七種》這一整

個龐雜的體系；所以「杭氏易學」最根本的價值倒還不在其內容之種種，

而在於貫徹其中的「精神」，而這於其後起著貫徹作用的精神、動機與豐

沛的使命感，乃是偉大的，悲壯的，而辛齋其人是令人萬分欽佩的；正是

在清末民初那樣一個大時代的激蕩之下，杭辛齋在晚年將他的一生全部的

徬徨與憂患、追索與寄托、激情與忿慨乃至於一種宗教式的信仰，都投注

貫徹到易學之中；面對過去與未來，舊學與新知，承先與啟後這樣一個傳

統中國與世界文化大轉變與大合流的交界面上，在回顧與前瞻之間，奠定

了他在易學史上影響一時的獨特的地位。以上是本論文於此結論中所要指

出的第一大點。 

 

誠如第一章中的〈前人研究概況提要〉中所提到的，高明先生認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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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芹庭先生許杭氏以「象數圖書學之大師」，亦甚為推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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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易筆談初集》〈述旨〉‧p6 



取現今文明以相印證者也」；蘇淵雷先生在其作於 30年代的《易通》一書

中亦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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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撰寫

本論文的過程中，亦深深感受到那幾乎貫穿全部《杭氏易學七種》的「圖

書象數學派」的強烈色彩！而「杭氏易學」也確實屬於傳統圖書象數易學

派中尤為典型的一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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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末期時的典型；杭辛齋在他們的基

礎上再往前走的這樣一種傾向與實踐，可以說是圖書象數派發展到後來幾

乎趨於極端的一種典型了。因此，進入「杭氏《易》學」的具體內容，就

彷若進入一座無比繁複，「參伍錯綜」的圖書象數名物之迷宮。 

 

眾所周知，王國維先生嘗有所謂「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之

嘆，本人在面對杭氏其人與杭氏其學的評價問題時，也正有如此這般的深

切體會。正如上文所指出，杭辛齋是把「易道」視為「聖道」，視為「信

仰」的，將一股豐沛的使命感貫注其中，使《杭氏易學七種》充滿了講論、

弘揚與闡發的熱忱、激情；就本人來說，他這種對「易道」的信仰般的激

情與熱忱，無疑是可愛復可敬的；然而，也正在這樣一種信仰般的激情與

熱忱之下，成就了他全部易學的這樣一個龐雜的內容。其中，讓本人所深

切感受到「可愛者不可信」的，也正就是針對《杭氏易學七種》中的這樣

一個龐雜的內容部分及其詮《易》傾向。杭辛齋既把「易道」視為一種宗

教式的信仰，自然就會賦予它一種「至高無上，無所不包」的高度：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故凡世界所有， 

遠近，無古今，均不能出於易教之外。3 

 
正因為對「易道」懷著這樣一種宗教式的信仰，杭辛齋就必然前題性

地、公理性地將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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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易筆談》初集卷四，p211。 



整體系統；因此，他對經傳文辭、卦爻象數等的所有詮釋，皆無不由這個

無可懷疑的(在杭辛齋確是如此)、公理性的前題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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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性的前題，因

為這正是作為一種宗教式的信仰的前題。順理成章地，杭氏既在傳統的認

知下深信作《易》者為自遠古伏羲以迄於孔子的「歷代聖人」(以孔子為中

心)，其中綿緒、蘊藏且寄托了聖人們「歷代相傳的心法」，因此自然也就

將這些歷代的聖人們，隨著《易經》一起神化了： 

 

聖人之筆，妙極神化4 ⋯ 聖人修辭之精，無一字虛設，無一字苟

且5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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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是這樣一種在信仰式的激情下將《周易》與作《易》之聖人「神化」

的大前題之下，自然就會把把中西歷代，自古迄今所增累下來的種種，當

作是《周易》所固有，聖人所固知的了，因此我們會發現，杭辛齋在詮釋

經傳文辭等各方面的的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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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多數情況下，還往往牽合幾乎想得到的方方面面，明顯地把許多《周易》

中原本沒有的東西給強加上去，比附上去，再曲折地說成是《周易》本身

所固有的，結果把雪球滾得愈來愈大，愈來愈繁複與龐雜；而這種作法，

我們今天會覺得它實在是近於某種圖象游戲和文字游戲，且往往得出極為

                                                 
4 《學易筆談》初集卷四，p160。 
5 《學易筆談》初集卷四，p164。 
6見《學易筆談》初集卷三 p105。 



牽強乃至荒誕、令人不可究詰而不可置信的種種「想當然耳」的「推論」

過程及其結論來。總之，杭辛齋的目標就是努力要達成上述那種信仰式的

「圓滿」，也就是要滿足以上那個無可懷疑的，具有公理性的前題。 

 
再進一步說，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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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集易學象數派之大成」的「象數圖書學

之大師」，我們發現杭氏易學的內容及其詮《易》方式的主要特徵就正如

論文本文中所指出的，要求牽合幾乎任何跟易學有關(或其實根本無關)的

所有可能的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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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易學要素或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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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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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爻、辭、

徵、傳、傳文的音韻之陰陽⋯ 等等，以觀易之象數，詮易之文辭，論易

之微旨。總之，就是相信且要求一種諸項目之間「全方位」的綿密無間的

「互通、互證、相發明」，以呈顯出「易道」作為「聖學」的那種「至高

無上，無所不包」的宗教式的、信仰式的高度。總之，杭辛齋就是這樣「前

題性地」把通過《周易》所體現的「易道」，視為「所有一切的中心」，從

這個中心可以導出一切，解釋一切，而此「中心」與種種龐雜的內容，共

成為一個內外圓滿、融通自洽、無所不包的有機整體系統，試圖體現「易

道廣大，無所不包」的執著，且處處要展現其「兼包漢宋，囊括古今，橫

通中外，融於一爐」的某種使命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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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貫通「古今中外，世界所有」的「一切」來

講論《易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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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結論第二段之所以指出「杭氏易學」的龐雜內容及詮《易》傾向是「可

愛者不可信」的，正是基於本人對「杭氏易學」的理解而言。在本人看來，

所謂「杭氏易學」中的大部份內容及其當時被推崇、被認可的所謂的易學

「新論」或 種種具體的主張與詮釋方法 ── 經過這 80幾年的歷程，無

論從今日「地球村」時代的科學認知水平或這 80 幾年來，國內外世界性

的、後出轉精的種種易學研究最新成果的比對，襯映之下，則我雖然作為

辛齋易學的研究者，也得要發自內心深處，老老實實地說一句心平氣和的

話 ───  大半都已經被後來易學發展的新成果與新認識給超越了。且

不說「杭氏易學」對《周易》的認知依舊局限於傳統的「人更三聖，世歷

三古」、「孔子作《十翼》」、「經傳不分地將兩者視為一體」、「聖人則河圖

洛書畫八卦」、「將漢代以迄於清末的大部份因時代需要創發而來的各樣易

例，當作原《周易》所固有」等完全忽略「歷史發展性」這樣一種框限之

下，其嚴重的更在於舉證及立論方面，往往有「實證性論據」與「推論嚴

謹性」不足的缺憾，譬如「神話傳說與歷史真相雜揉不分混為一談，經不

起起碼的究詰」、「因推論邏輯的飛躍而來的，無限制的發散性表面類比思

想」、「西學中源」的迷思、「易道」外延的無限擴大，以及與此「無限擴

大」相適應，相終始的，對《周易》象數及文辭的「過度的詮釋」等等，

【以上這些都是本人在研讀與思索之過程中，經過重重的困頓、徬徨、迷

惑與多重的反復曲折之後終於確定下來的由衷之想法與定論，不敢試圖為

賢者諱， (雖本人自始自終乃深自欽佩，杭辛齋真是中國近現代的一位非

常之志士，偉大的豪傑也！) 或為之曲為迴護乃致於作無謂的溢美之言，

以免於「自欺欺人」也。】平心而論，應該都不再能贏得我們大部份人的

相信或贊同了。以上是本論文針對《杭氏易學》的內容所要指出的第二大

點。 

 
本論文第一章中提過到，廖名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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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杭氏易學」既作為「傳統象數學向科學易過渡的橋樑」，這「過渡的橋



樑」之本質究竟是甚麼呢？本人在此論文中嘗試提出「廣義的廣象」這一

概念，來回答這個問題。 

 
這所謂「廣義的廣象」的來源及其涵意，就正如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

的〈「廣象」論〉中所提到的，是本人通過相對比較於杭辛齋在《易楔》

卷三的「卦象」這一部份，其中針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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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以「狹義的廣象」來稱呼、標示以上這種原初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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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出這兩者除了有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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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論文在這個問題上提出的主要觀點就是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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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廣象」意義的一種推廣，還不足以說得上是後來一般所稱謂的「科

學易」也！所以本論文的立場在於給出 ──「杭氏易學」之被看作是「傳

統象數學向科學易過渡的橋樑」，而這「過渡的橋樑」之本質」，就是將「西

學」中的種種文化內容(尤以「西方自然科學」中的具體之名詞、學科、原

理、觀念等最為凸顯)，作為《周易》的一種「廣義的廣象」；而這種「廣

義的廣象」是因為杭辛齋及其易學著作對當時及後來者的影響較大，所以

才會成為後世「科學易的橋樑」，而《杭氏易學七種》中這種「廣義的廣

象」，還不足以稱為「科學易」7也！以上是本論文針對《杭氏易學》的內

容所要指出的第三大點。 

 

(案：嚴格說來，比杭辛齋更早以「西學」講易，強調以西方自然科學等的

種種內容與易象相互參證，並在這方面作為影響杭辛齋的先行者，應該如

                                                 
7 本人傾向於認為，薛學潛先生問世於三十年代的《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一書之出現，才是我
們今天一般所謂「科學易」這種研究傾向正式產生的標誌。 



本論文第四章所指出的，是《易象闡微》的作者張之銳。也就是說，這方

面的濫觴者並不是杭辛齋而是張之銳！後世論及對科學易的影響時往往

只從杭氏說起，而幾乎把張之銳這個更早的先驅者給遺漏了；本人推測，

這是因為杭辛齋其人曾為著名報人、社會活動家、國會議員以及晚年有「研

幾學社」等講論易學的群眾組織，所以其知名度與影響力，都遠遠地超過

張之銳氏其人其書；因此，後人往往也就順理成章地只認定杭氏為「傳統

象數學向科學易過渡的橋樑」，而把這位杭氏之前，且對杭氏在這一方面

有直接影響的先驅者張之銳給遺漏了。) 

 
最後要提到的是，針對以上所羅列論及之種種，尤其是關於「杭氏易

學」內容方面的缺失或「可愛者不可信」之處，本人要強調指出的是，這

大可以歸之於時代的局限，無足深怪；正如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都

恆有其局限性，而且也許還要更嚴重一些也說不準；此誠如朱伯崑先生所

謂： 

 
每一個時代的《易》學及其哲學，都是那個時代的歷史產物，反 

了該時代的精神面貌 ⋯ 其實，從《易》學發展的歷史看，無所

謂正統派的《易》學。《周易》本身有它的本來面貌，而各時代

的易學都反映了易學家所處的那個時代的面貌。8 

 

個人認為，用這種用「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待《易》學是非常正確

的，而每一個時代的易學家們站在他們那個時代特殊的視角、需求以及認

知水平與局限之下對「易學」的詮釋，都有他特定的價值與供獻。面對「杭

氏易學」亦然，儘管今天的我們，剛好站在相對於杭辛齋及其易學而言，

屬於「後出轉精」的時代優勢之中，但這並不能保證再 80 年或 100 年之

後，在後來者的眼裡，我們不會處在如我們今天看「杭氏易學之內容」這

樣的一種處境。於是我覺得，研究一個對象的價值及其意義層面往往是多

元化的，並不因為研究對象本身的內容，在當時當下已被研究者認知為「過

                                                 
8 《易學哲學史》第 1卷「前言」部分 p10，p11，藍燈。 



時」或「錯誤百出，問題多多」之後，就失去了被認識、被理解以及被重

新討論的權利；反而，通過對其內容( 儘管許多已被認知、判定為是錯的 )

的瞭解與概括；探討他何以對《易經》或「易道」有如此這般的詮釋，以

及他之所以如此這般詮釋的背後因素何在？乃至於其如此這般詮釋所可

以給我們帶來的啟發作用是如何？等等，所謂「他人有意，余忖度之」，

在本人看來，這也是一項很有意思的探索。反過來說，即使「杭氏易學」

的龐雜內容及其頗具商榷性的詮《易》方式，會給予我們某些負面的啟發

與警悟，但個人認為其價值也並不下於正面的啟發，反而更具有促人反思

的借鑒意義，所以本人至今覺得這個題目是值得一做的。寫到這裡，令人

不禁想起大發明家愛迪生的一則佚聞，說是有個外行，嘲問他做了近千次

失敗的燈絲材料試用實驗，簡直在浪廢時間與精力，竟有何用？愛迪生則

對曰：「怎麼會沒有用呢？我已經知道有 999 種材料是不能拿來當燈絲的

了⋯」不知道他人將對此作何感想，至於我自己，倒是非常認同且深深敬

佩於愛迪生的這種健康的學術態度與健動靈活的精神。 

 

 

附論：未來研究之展望 
 

一、 由於本論文乃一初入《易》學之門者不成熟之習作，其中種種不

及深入暨粗疏淺薄之處在所多有，因此本論文當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

地方。日後若有機會繼續從事有關《周易》或易學方面的研究，自當

在這一篇論文的基礎之上，再進一步對「杭氏易學」作一番更深入、

更細緻的探索與分析，以期在其他更加細微的方面，去品味與咀嚼在

這部論文中有所忽略的有關「杭氏易學」中所蘊藏的深意；另外，也

許將嘗試從比較新穎的視角切入「杭氏易學」的文本脈絡當中，以期

得出一些在常規視角之下所得不出的新視野或新意，譬如《「杭辛齋易

學」中的系統觀探究》或《「杭辛齋易學」中的美學意蘊析論》等等。 

 
二、 撰文者在本論文中就曾指出，在清末民初、改朝易世之際的一些



中國易學專家如沈竹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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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譬如本人在對易學的涉獵過程中就曾

不經意的發現，通常被譽為清末民初三大易學家之中的杭辛齋先生特

別重「數」、尚秉和先生特別重「象」而黃元炳先生卻特別重「卦氣」，

這可真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比。於是本人深切地感到好奇：清末民初

這一班易學家們處在時代巨變的洪流巨浪之中，他們本身對於《易經》

的態度是在甚麼樣的基調上受到這個大時代的影響？他們各自又是怎

麼樣通過《易經》去表達與體現那一種傳統和新潮之間的巨大張力？

是否可能從他們的《易》注《易》解等易學著作之中去找到這方面的

蛛絲馬跡 ⋯？等等，這一方面的問題，也是本人在未來對易學的研究

展望中，會去予以進一步的關注及留意的，並期望能看出一些個中的

端倪來。 

 

三、 「易道」的內涵究竟能夠被精縮到甚麼程度？除「一陰一陽之謂

道」之外，是否還能找到一句更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語句去陳述

它？同時，「易道」的外延又能夠真正擴展到甚麼程度？它相對確切極

限在哪裡？可否得出一個眾所公認，爭議最小的準度？以上這一個關

於「易道」的內涵及其外延的界定問題，乃是本人在研索「杭辛齋易

學」的過程中所深受刺激並困惑不解的問題，至今仍然沒有找到或得

出一個令自己「愜理饜心」的答案。然而本人總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受

到正視不可的，否則將嚴重影響到我們對許多與之緊密相關的問題之

評斷與看法。換言之，我覺得這是一個易學上的根本問題之一，非常

值得研究者們對它進行深入的思索。就我個人而言，無論將來具體研

究的是哪一個題目，但只要一日仍處於易學研究的領域裡，這都將是

一個如影隨行的，無法被繞開的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