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馬光哲學研究—以荀學與自然氣本論為進路》 

附錄：《潛虛》諸圖 

 

（一）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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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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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哲學研究—以荀學與自然氣本論為進路》 

體圖校勘： 

此圖諸版本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異，第七等中的「 本左焱右」，諸本均

寫為「 本左刃右」，但據數列規則及體圖內文來看，應為「 」較正確，

目前只看到清代蘇天木所著之《潛虛述義》1中的體圖有改正。但《潛虛述義》

中的體圖在六到十等中出現了十個與性圖不同的符號：「 、 、 、 、

、 、 、 、 、 」這與其理解《潛虛》筮法有關，應是基

於其理解而改動其圖。但事實上由文本內證來看，不需改動符號亦能解釋其筮

法，體圖與性圖、名圖、行圖的符號應是一脈相承的。 

（三）性圖 

性圖校勘： 

性圖各本符號無太大出入，只是排列方式有所出入。明嘉靖本與四庫全書本

                                                 
1蘇天木：《潛虛述義》，收入《麻衣道者正易新法外四種》（《叢書集選》0159，臺北：新文豐，

1987）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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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行是由「 」列到「 」，然後「 」跳到下一行，依此類推，所以總

共有七行。不過其餘諸本均一行十數，共六行。據性圖圖說：「凡性之序，先列

十純，十純既浹，其次降一，其次降二，其次降三，其次降四，最後五配，而性

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2」因此先列十純（兩個數均為同一數），

最後列五個天數地數的配對（一六、二七、三八……），應是較正確的排法。 

（四）名圖 

 

                                                 
2 《潛虛》，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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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哲學研究—以荀學與自然氣本論為進路》 

名圖校勘： 

《潛虛》名圖的各種版本出入甚多，本圖主要以《麻衣道者正易新法外四種》

（《叢書集選》0159，臺北：新文豐，1987，以下簡稱麻衣本）中之《潛虛》名

圖為本，並據宋影鈔本與明嘉靖叢書本、明末刊本、清順治叢書刊本、四庫全書

本校勘。其中宋影鈔本應是目前可知年代最久遠之版本，但依文本內證，其錯誤

最多，校勘結果如下： 

一、五行配名，一行各配十一名，其中「土」行的狀況特殊，除了中間的齊，

宋影本「土」只配四名，明清刊本與四庫本則無圓圈最內層的分配格線，未能知

分配的情形，惟麻衣本清楚將「土」常陽配三名，蹏通配五名，另兩方各配一名，

加上中間的「齊」共是十一名。據張敦實《潛虛發微論》中的〈名論〉：「昭，一

土也，處報德之維，分王於丑。郤、庸、妥，三土也，處常陽之維，分王於辰。

范，一土也，處背陽之維，分王於未。績、育、聲、興、痛，五土也，處蹏通之

維，分王於戍。3」由此可知，南宋張敦實之時，「土」在名圖中的配置應已如麻

衣本所繪。據明清刊本無此格線的情況看來，有可能原本此圖是無格線的，此層

格線為後人所加，但因後人不明司馬光以五行配五十五名的想法，只知土配四

方，因此便只以一名配一方，因此造成錯誤。因此，由文本內證來看，麻衣本名

圖所繪之格線較能正確表達司馬光設計此圖的原義，故取之。 

二、名圖中符號與名之校對，據文本內證，名圖中的符號應與體圖、性圖、

行圖相同，故名圖中若出現不同的符號，則疑為誤，由各本出入處互校，以四庫

全書本之名圖符號最為正確（但土的方位不對），宋影鈔本錯誤尤多： 

懠：宋影鈔本作 ，但體圖與性圖中無此數，據明末刊本、清順治本改正

為 。 

得：宋影鈔本作 ，性圖中無此數，據行圖改為 。 

耽：宋影鈔本名圖中作「耽」，行圖中作「湛」，明清刊本中兩者皆有，亦有

下注耽即湛，所以兩者姑且並存。 

郤：宋影鈔本作 ，性圖中無此數，據明清刊本改為 。 

資：宋影鈔本與明清刊本均作 ，性圖體圖無此數，暫時存疑，但四庫本

作 ，應可據此改正。 

乂：名圖內文中述為「理」，但行圖各本均作乂。 

                                                 
3 《潛虛》，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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罹：有明清刊本名圖內文述為「厲」，但各本名圖與行圖多為「罹」。 

三、名圖四方配易之「乾、坤、巽、艮」四卦，四庫全書本置此四卦的方位

與其他刊本不同，清順治刊本則再加上另外四卦，但只是孤證，今以其他諸本為

主，只取四卦。 

（五）命圖（僅列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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