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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論著採用《大易象數鈎深圖》原典之圖文，主要根據文淵閣《四

庫全書》之版本，並參照對比《道藏》本與《通志堂經解》本；

《周易圖》則據於《道藏》本。

二、《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之作者佚名，無可考明，注文中

引述，於書前第一次引述加「佚名」，之後再引則一致不復加「佚

名」，其例如：「見《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一，頁 88。」又如「見

《周易圖》，卷下，頁 710。」

三、為便於閱讀，論著各章引用典籍出處，皆立新完整的標注，例如第

一章第一次詳細標明「見劉牧：《易數鈎隱圖》（臺北：新文豐出版

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4冊，1988年 12月再版），卷上，頁 770。」各

該章之後再注則僅作簡要標注：標明作者、書名、篇卷與頁數；如

「見劉牧：《易數鈎隱圖》，卷上，頁 775。」

四、孔門《易傳》（或稱《十翼》）之引述，各篇獨立採用書名號

（《》），即如《繫辭傳》、《象傳》。

五、申言《易》著中之各種圖式名稱，皆加上〈〉以標明，如〈太極

圖〉、〈河圖〉、〈洛書〉、〈卦配方圖〉等等。

六、六十四卦之卦名，兩岸學者多有附加〈〉者，如〈乾〉、〈屯〉、

〈需〉等等，然涉言卦名與卦畫（如 ），若加上〈〉符號，似顯冗

贅與混雜，故一般僅稱作如乾卦、坤卦、屯卦等。

七、六十四卦卦名之出現，原則上不旁加卦畫，唯論述內容涉及卦爻

象，或卦符顯現有其論述之必要性時，才附加於卦名後面，如乾

卦、坤 卦、屯 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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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名後面附加生卒年，採取各章獨立標示方式。各章人物第一次

出現，皆附標生卒年，如邵雍（1011-1077）；同章再次出現不再標

明。

九、以「易」為言，除非特殊指稱，否則皆加上《》以標明為專著，

即：《易》、《周易》、《易經》皆然。然而，「易學」、「易圖」、「易

例」等，皆可屬專有之學術名稱，故「易」不冠《》。



自序

面對人生的轉換，投身文學思想的領域，總認為從傳統當中可以找

到理想的安身立命之依止，入於《易》、《老》、《莊》，尤傾心於《易》，

沐浴聖學之道，偶得一二，苦樂摻雜。審察馳光不留，逝川倏然，生生

之世，知奄忽若飆塵，故時日弗忍虛擲，挑燈夜戰，與案牘為伍，坐足

冷板凳，二十年來如一日。非有壯士之心，乞射斗牛，亦無泥涂之屈，

肯向青雲；平素向聖學，恭謹於學殖，盡心在本務。與書冊輔比或已成

性，循性求諸大《易》之道，或篤敬自律於學術專業若秉燭之明，或以

礦璞自期，總在勉勤自酬。以《易》為學，無易求道之心迹，日日蹞

步，希冀累累廣度；繼丁易東圖說研究之後，再次同以圖書之學為題，

付梓就見於學林。

圖式符號結構的易學思維與認識，反映出易學思想的另類詮釋與理

解方法，特別是標誌出易學家的宇宙觀之認識，如此之易學理解範疇，

為本人這幾年來一直涉獵與關注的議題，也是本人亟欲發展的研究進

路。

新興的圖書之學，成熟於北宋，擴大到南宋，不斷的漫延與茁壯

成長，在錯綜象數與義理的年代，二者不論孰輕孰重，圖書之學融入於

二者之間，非但是一個新興的詮釋方法與易學認識，更是重要的流行趨

勢。在易學發展的洪流中，以圖式符號結構的理解方式，開啟出嶄新論

述體系，也引領出另類之哲學觀，呈現出一幅一幅的易學理解主張與宇

宙圖式；機械化圖式的背後，傳遞出宏富而多元的思想血脈，透過哲理

性的認識與視域，進行更有意義更具有機性的理解。這是本人幾年來開

展宋代易學的認識範疇與理解視域，在圖書易學的學術脈絡裡，不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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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開闡或易學史觀之辨析，認為是深具意義而期待持續發展之重要方

向。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多數圖式相近或相

同，表現形式傾向與思想的特色相似性亦高，可以推定為性質相同的同

一系列之圖說。多元龐富的內容，張揚時代的特有屬性與性格，是易學

理解的創造性突破，為傳統易學打開了新局，也為此宋代的開展，留下

具有代表性的文獻典範，面對文獻接受現實時空的必然殞損之狀態，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代表此時代重要易學特色的文獻運用

與重要參照，洵足以立下汗馬功勞的論著；雖然同為《道藏》所收錄，

或雖融入部分道家思想養料，但主體上仍然反映出宋代核心觀點的易學

主張，是一具有高度時代性意義的論著。

本論著主要以《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作為研究

的主軸，將有關圖式進行主題分類、圖式考索，並試圖釐析相關圖式的

具體意義與可能的哲理性建構。主要的論題包括：考索《大易象數鈎深

圖》與《周易圖》成書之可能年代；輯著中太極生成衍化圖式、《河圖》

及《洛書》與相關數列圖式，以及先後天學之有關圖式，理解其體現的

陰陽變化之宇宙觀的重要意涵；分析六十四卦象義之圖式內涵，詮解卦

爻之象，以及圖式符號立象所闡明的卦爻辭義具體內容，確立圖式建構

者的卦爻理解；探討《易傳》詮義圖式結構之重要意義；最後總結輯著

之整體特色與主要取向。藉由諸論題之探析，期能彌補前人研究成果之

不足，擴展易學圖式結構之解析與哲理性論述之能量。

為學求道，雖無沒於百仞之淵、流於無涯之川的悲壯，但確是時

日專屬不分，荷負於鍵盤螢幕與層疊古籍之中，心裡總是有愧於家人，

序文為是機械化的感謝家人的包容與體恤，卻真實的來自孚實的彌補之

意。同時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經費之協助，以及學者專家的指導與審查

卓識的寶貴意見。再次致上最誠摯的謝忱！

2016年 1月 1日於指南山下



Preface

In different phrases of life, caught in unexpected predicaments, I 

felt like a drifter roam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until I took a plunge 

into the world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 believed that by exploring 

our tradi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I could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life, and 

thus my life would settle down. Fortunately, time has proved me right. 

Working tireless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mmersed in the study of Laozi, 

Zhuangzi, and Yi,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to take glimpses into the truth 

of life. I’ve been toiling away particularly in the study of Yi, in the hope of 

gaining insight and making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While my last book 

explores the Yi-diagrams in Ding Yidong’s theory, this book focuses on the 

Yi-diagrams in Dayi-xiangshu-goushentu and Zhouyi-tu.

Approaching Yixue through structures of different Yi-diagrams reflects 

a new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Yixue, especially in the realm of 

cosmology.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to approach Yi has been the center of 

my studies for years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so. 

Newly-developed Tu-Shu Yixue reached its maturity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was extended and continued to grow into Southern Song. In 

the era when Xiang-Shu and Yili prevailed and competed with each other, 

no matter which of the two gained predominance, Tu-Shu Yixue made its 

way to assimilate into both of them. It was not only a novel method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xue, but also started a crucial trend in its development. 

It inspired new discourse system and established alternative philosoph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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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logy. Scholars constructed one diagram after another that represented 

their Yi theories and their views on cosmology. What they tried to convey 

through these mechanical diagrams was a rich and diverse lineage of 

thoughts. What’s more, with these diagrams, these scholars set up a more 

meaningful and organic comprehension of the world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Whether in terms of further exploration of its contents or the 

analysis of Yixu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u-Shu Yixu is of profound 

meaning and worth delving into.

The majority of the Yi-diagrams depicted in Dayi-xiangshu-

goushentu and Zhouyi-tu are quite similar, both in their presentation and 

the ideas they reflect. In view of this, it is safe to conclude that they belong 

in the same series of diagrams with the same properties. The diverse and 

complex content of these diagrams is an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Yixue, which highlight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opens a new chapter for traditional Yixue, and leaves a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legacy. Faced with the inevitable damage done to the literature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Dayi-xiangshu-goushentu and Zhouyi-tu re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Yixue features and serve as important references. Although 

the two books are collected in Dao-Zang and incorporated ideas from 

Daoism, they reflect the core ideas of Yixue theories in Song Dynasty and 

are highly representative of that particular era.

With the main focus on the series of Yi-diagrams in Dayi-xiangshu-

goushentu and Zhouyi-tu,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perform a topical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iagrams, trace their origins, clarify the concrete 

meanings of related diagrams and propose possibl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 main issues addressed in the study include the following: 

the possible time when the two books were compiled; the change of ying 

and yang and the important meanings in cosmology manifested in the 



diagrams concerning the evolution and derivations of Taiji, the sequence 

of numbers in Hetu and Luoshu, and Xian-Hou-Tian; the analysis of the 

meanings of 64 Gua in the aspects of Xiang-Shu and Yili, the interpretation 

of Gua-yao and its content and the explanation of Gua-yao constructers’ 

theorie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iagram structures in Yizhuan; and the 

summary of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book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opics, the study hopes 

to make up for what lacked in previous studies, expand the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diagram structures of Yixue, and boost the momentum of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family for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and unconditional love over the years, without which 

I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this research. I am also indebted to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reviewed this thesis, whose valuable expertise 

and insightful comments are highly appreciated. A special thank goes to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their generous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my research. 

Rui-hong Chen 

January 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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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一章　緒論 001

第一章

緒論

《易》作為群經之首，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無所不包，

無所不並，放諸四海，閱乎百世，以之為準，以之為周，在中國思想

史、學術史，乃至文化史上，有其崇高的地位；不論是神祕性的認識，

或是理性的思維，其背後皆因此一經典的淳厚意蘊，重重積載著不斷前

進的知識體系。此一知識體系的學術發展歷程，向來學者好以簡便的分

派或分支為象數或義理的二分；排除兩者的相即未離的共伴之性，以及

某種無法全然二分的渾然局面，但在分屬的概括上，確實可以顯明的區

分之間差異與取向的殊別性，故漢代好以象數名之，魏晉之後義理大

張，宋代義理益盛。無論共時性或歷時性的易學思想主張，莫不兼有象

數與義理，亦莫不可從象數中釐析義理，義理中統合象數，二者最終可

以並見，或有輕重，也未必決然立分。

從漢《易》的啟蒙、奠基，糾合進入宋《易》的世界，在象數與義

理的錯綜認識與知識建構中，開啟了圖書之學的圖式世界，沐浴於圖式

結構的理解視域，象數與義理於斯交織，正為宋代易學的生命力展現。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的圖說，便是此一時代易學特有

屬性與性格具顯的寶庫。

本論著以《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易學圖式作為探討

之對象，重視有關圖式的考索理解、判讀分析，確立取材與有效論述的

系統性，把握主體論題的合宜性。於各章論題展開前，首先述明此一系

列圖學研究之緣起與重要性、歷來有關圖說的關注情形，以及圖式探述

的目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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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圖學研究之緣起

漢魏至宋代以前經學的發展，恪守傳統，主體上不離章句訓詁，

所以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指出宋初以前，經學根本仍「篤

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1 此即王應麟（1223-1296）

所言，宋代慶曆之前，傳統本色未移，故「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但

至王安石（1021-1086）《三經新義》頒行，以義理為本，「視漢儒之學

若土梗」，仁宗（1010-1063）以降，學風丕變，因經明道，明經改經，

乃至創新己說，蔚為風尚。2 易學的發展，亦浸染在此學術洪流中。

司馬光（1019-1086）於熙寧二年（1069）奏文〈論風俗劄子〉中便提

到，「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

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3 不立基於經典原本，而以標明新說

新法以相傳述為務，成為這個時代易學發展的新面貌。除了義理之學的

新開展外，倡言數論，好立圖說，為宋代自陳摶（?-989）以降創發的

新易學觀。

圖書之學為宋代新興的易學主張，從文獻資料所見，似乎陳摶引

領最有功，皮錫瑞《經學通論》即認為「宋人圖書之學，出於陳摶，摶

得道家之圖，刱為太極河洛先天後天之說，宋人之言《易》學者多宗

之」。4 朱震（1072-1138）《漢上易傳》亦言，「國家龍興，異人間出，

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之後傳李之才（?-1045）

而至邵雍（1011-1077）得以大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

後傳至劉牧（1011-1064）；穆修（979-1032）並以〈太極圖〉傳至周敦

1 見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 8月初版 3刷），頁 237。
2 見王應麟：《困學紀聞‧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4
冊，1986年 3月初版），卷八，頁 323-324。

3 見司馬光：《傳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4冊，
1986年 3月初版），卷四十二，頁 390。

4 見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 10月臺 5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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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1017-1073）。此圖學流風，「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其辭，或

兼而明之，更唱迭和，相為表裏」。5 《周易》鎔鑄部分道教與傳統象數

之學的元素，形成不論內容或形式有別於過去之新的取向。

圖書之學的核心內容，主要表現在〈太極圖〉、〈河圖〉、〈洛書〉、

〈先天圖〉、〈後天圖〉等圖說方面；進一步擴大至兩宋之間，《周易》經

傳圖說的制作，乃至漢魏以降象數之學的圖式化建構，圖式之學已非

前此北宋諸家之說所能牢籠。楊甲（約 1110-1184）《六經圖》及佚名之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之圖說，正為此一時代的典範代

表。這些圖說的理解風潮，有別於以往的內容與形式上的呈現，可以視

為突破傳統界囿的創造性詮釋。

易學發展在傳統的反省與新的創造之激勵之下，走向多元開展的新

局面，《四庫提要》有所謂的「兩派六宗」之說；6 概括分殊雖未必盡稱

合宜，卻也看出其中陳摶與邵雍一系圖說的主流色彩與深遠之影響。由

北宋萌芽生成，至南宋前期已見茁壯擴展，並延伸對之後的易學生態樹

立起此一新的支脈，故劉大鈞先生言「元明清三代學者共同繁衍發揮，

終于形成了《易》學史上不可忽視的『圖』『書』之學」。7

圖書之學引領宋代易學的發展，並在漢代象數之學式微的同時，

同時創造出「數」論的張揚，以及對「象數」某種程度在某些元素

共同性與性質上的貼近之提攜效果，面對宋代義理化走向的主流推

5 見朱震：《漢上易傳‧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冊，
1986年 3月初版），頁 3。

6 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宋代易學的定調，云：「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

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

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

萬里，《易》遂日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見永瑢等撰：《四庫全

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1月 1版北京 8刷〕，卷一，頁 1。）象數與
義理之二重並進，走向宗法陳摶、邵雍、胡瑗、程頤、李光、楊萬里諸家之學。

7 見施維《周易八卦圖解》中劉大鈞之序言。揭前書（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3
月 1版 1刷），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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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下，象數之學並沒有因此而湮沒不存，例如南宋前期的重要易學家，

如朱震（1072-1138）、鄭剛中（1088-1154）、郭雍（1091-1187）、張浚

（1097-1164）、沈該（?-?）、吳沆（?-?）、都絜（?-?）、林栗（1120-1190）、

程大昌（1123-1195）、鄭東卿（?-?）等諸家之說，可以視為或以象數為

重，或以義理為本，而輔以象數為用的重要象數之學的典型代表，標示

為南宋前期特色相近的象數與義理兼綜的主要代表人物。筆者過去沿著

以惠棟（1697-1758）所標誌的以漢代象數易學為主體的研究脈絡，聯

結到惠棟所重視的朱震易學，對朱震《易》著進行全面性的研究， 8 也

同時關注前後時期的易學家，包括張浚、林栗諸家《易》著的詳實之

瞭解，發現這些易學家，除了展現出高度的象數與義理主張外，重視

「數」的理解，與關注北宋以來的《河圖》、《洛書》等圖書之說，似乎

為此一時期的共同認識取向與特色。在此易學研究的脈絡下，探尋象數

易學之大宗，陰陽用數之專好，以及特擅圖書之學的易學家，梳理宋元

之際丁易東（?-?）與張理（?-?）之《易》說，再次繫接到在此之前的

圖書之學彙輯大著─《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之圖說，

又一次證成與浮現圖書之學在陳摶、邵雍等前期諸家之後，對宋代易學

的影響，在胡瑗（993-1059）與程頤（1033-1107）等儒學義理倡行之

後，圖書之學乃至以數論為關懷的易學觀，並不因此而遁跡，在朱熹理

學價值的主流衝擊前，成就其光輝燦爛印記。

宋代圖書易學的源流考索，乃至有關圖式之申說，南宋前期以朱震

最有其功者，《漢上易傳》中明確指出陳摶後傳的授受關係，提供宋代

圖書易學史之重要承傳脈絡， 9並於《漢上易傳‧卦圖》進說五十四個圖

8 參見拙著：《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2011年 9月初版）。
9 見朱震：《漢上易傳‧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
冊，1986年 3月初版），頁 3。包括周敦頤〈太極圖〉、劉牧〈河圖〉與〈洛書〉，
以及邵雍「先後天」圖說之承傳關係，後面章節將陸續引述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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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0除了提供周敦頤、劉牧，以及邵雍的重要圖說外，也展現出包括

數論、卦變、納甲、消息、卦氣、律呂與天文等多元的圖式，體現出至

此圖書之學已多元制說，故毛奇齡（1623-1716）特別肯定其圖式，「推

《易》秘旨可謂十得八九」。11其前承而影響後人甚眾，特別包括同時代

稍後的朱熹（1130-1200）、林至（?-?）、 12稅與權（?-?）、 13宋末元初的

丁易東、張理、明代如來知德（1525-1604）等《易》家，以及清代辨

圖之諸家， 14都深受朱震的影響。過去延續朱震之圖說，進一步耙梳丁

10 朱震五十四個圖式，包括〈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

〈太極圖〉、〈變卦反對圖〉（含〈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圖〉、〈乾坤相索三交

變六卦不反對圖〉、〈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

圖〉、〈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

卦圖〉、〈乾卦三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

圖〉等八圖）、〈六十四卦相生圖〉、〈李溉卦氣圖〉、〈太玄準易圖〉、〈乾坤交錯成

六十四卦圖〉、〈律呂起於冬至之氣圖〉、〈陽律陰呂合聲圖〉、〈十二律相生圖〉、

〈六十律相生圖〉、〈十二律通五行八正之氣圖〉、〈天文圖〉、〈天道以節氣相交

圖〉、〈斗建乾坤終始圖〉、〈日行十二位圖〉、〈日行二十八舍圖〉、〈北辰左行圖〉、

〈乾坤六位圖〉、〈震坎艮六位圖〉、〈巽離兌六位圖〉、〈消息卦圖〉、〈納甲圖〉、〈天

壬地癸會於北方圖〉、〈乾甲圖〉、〈震庚圖〉、〈天之運行圖〉、〈月之盈虛圖〉、〈日

之出入圖〉、〈虞氏義圖〉、〈乾六爻圖〉、〈坤初六圖〉、〈坤上六天地玄黃圖〉、〈乾

用九坤用六圖〉、〈坎離天地之中圖〉、〈臨八月有凶圖〉、〈復七日來復圖〉、〈爻數

圖〉、〈卦數圖〉、〈五行數圖〉、〈十日數圖〉、〈十二辰數圖〉、〈五聲十二律數圖〉、

〈大衍數圖〉等。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頁 308-360。
11 朱震所傳圖式，除了陳摶以降之〈太極圖〉、〈河圖〉、〈洛書〉、〈先天圖〉、〈後天

圖〉等有關圖式外，其他特別是卦變之圖，對理解諸家卦變與其本人卦變之說，

有極大的幫助，所以毛奇齡肯定云：「朱震所進圖，而恢擴以盡其變，其于推

《易》秘旨可謂十得八九矣。」見毛奇齡：《仲氏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編印

大易類聚初集第 13冊，影印《皇清經解》本，1983年 10月初版），卷九十一，
頁 623。

12 林至，字德久，南宋嘉興華亭人，淳熙（1174-1189）中登進士第，官至秘書省正
字。曾學於朱熹門下，今存《易裨傳》二卷，收錄於《四庫全書》之中。

13 稅與權，字巽甫，南宋巴郡臨邛人，受業於魏了翁（1178-1237）門下，易學論著
今存《易學啟蒙小傳》一卷與《周易古經傳》一卷。

14 如黃宗炎《圖學辨惑》，列圖式有七；胡渭《易圖明辨》，列圖式四十一；張惠言

《易圖條辨》，列圖式二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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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東《大衍索隱》的六十五幅圖式、 15張理《易象圖說》的四十二幅圖

式， 16以及針對元初郝大通（1140-1212）《太古集》三十三幅圖式所表

15 丁易東《大衍索隱》所見圖式，包括〈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圖〉、〈大衍合數

生四象圖〉、〈大衍合數得乘數圖〉、〈大衍乘數生爻復得合數之圖〉、〈大衍乘數生

四象圖〉、〈大衍合數得乘數生四象圖〉、〈大衍掛一生二篇策數圖〉、〈大衍用數得

策本體數圖〉、〈大衍參天兩地得老陰老陽互變圖〉、〈大衍生成合卦數圖〉、〈大衍

合數之圖〉、〈大衍生乘數平方圖〉、〈大衍生乘數圭方圖〉、〈大衍乘數開方總圖〉、

〈大衍廉隅周數總圖〉、〈大衍乘數四方各得合數之圖〉、〈大衍天一生地二圖〉、〈大

衍地二生天三圖〉、〈大衍天三生地四圖〉、〈大衍地四生天五圖〉、〈大衍天五生地

六圖〉、〈大衍地六生天七圖〉、〈大衍天七生地八圖〉、〈大衍地八生天九圖〉、〈大

衍天九生地十圖〉、〈大衍生老陽奇數圖〉、〈大衍生少陰奇數圖〉、〈大衍生少陽奇

數圖〉、〈大衍生老陰奇數策數圖〉、〈大衍生少陽策數圖〉、〈大衍生少陰策數圖〉、

〈大衍生老陽策數圖〉、〈大衍虛中得四象奇數圖〉、〈大衍虛中得四象策數圖〉、〈大

衍一百八十一數得三百八十五數圖〉、〈大衍生章數圖〉、〈河圖五十五數衍成五十

位圖〉、〈洛書四十五數衍四十九用圖〉、〈洛書四十五數衍四十九位圖上〉、〈洛書

四十五數衍四十九位圖下〉、〈洛書四十九位得大衍五十數圖〉、〈大衍用四十九

合成五十數圖〉、〈大衍除掛四十八著合成四十九圖〉、〈大衍五十位數合用四十九

圖〉、〈大衍四十九用數合分至黃赤道圖〉、〈大衍數四十九用得五十數變圖上〉、

〈大衍四十九用得五十數變圖下〉、〈河圖十位自乘之圖〉、〈河圖十位成大衍數用

圖〉、〈洛書九位自乘之圖〉、〈洛書九位成大衍數用圖〉、〈河圖五位用生成相配

圖〉、〈河圖五十數乘為四十九圖〉、〈洛書五位用天數圖〉、〈洛書天數二十五乘為

四十九圖〉、〈先天圖合大衍數五十用四十九圖〉、〈洪範合大衍數五十用四十九

圖〉、〈大衍相得有合生閏數圖〉、〈大衍四十九蓍分奇掛策數圖〉、〈大衍四十九蓍

均奇掛策數圖〉、〈大衍歸奇於扐以象閏圖〉、〈一章十九歲七閏辨一閏再閏數圖〉、

〈洛書九數乘為八十一圖〉、〈九宮八卦綜成七十二數合洛書圖〉、〈陰陽變易成洛書

圖〉等六十五圖。見丁易東：《大衍索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 806冊，1986年 3月初版），頁 320-354。
16 張理《易象圖說》有關圖式，包括〈龍圖天地未合之數圖〉、〈龍圖天地已合之位

圖〉、〈龍圖天地生成之數圖〉、〈洛書天地交午之數圖〉、〈洛書縱橫十五之象圖〉、

〈太極生兩儀之象圖〉、〈兩儀生四象之象圖〉、〈四象生八卦之象圖〉、〈先天八卦對

待之圖〉、〈後天八卦流行之圖〉、〈先後八卦德合之圖〉、〈六十四卦循環之圖〉、

〈六十四卦因重之圖〉、〈六十四卦變通之圖〉、〈六十四卦致用之圖〉、〈明蓍策

圖〉、〈天地人分策圖〉、〈左右歸奇圖〉、〈八卦策數圖〉、〈少陽歸扐策數圖〉、〈少

陰歸扐策數圖〉、〈老陽歸扐策數圖〉、〈老陰歸扐策數圖〉、〈乾坤變占策數圖〉、

〈太極之圖〉、〈三才之圖〉、〈五氣之圖〉、〈七始之圖〉、〈九宮之圖〉、〈四象八卦六

節之圖〉、〈四象八卦六位之圖〉、〈四象八卦六脈之圖〉、〈四象八卦六體之圖〉、

〈四象八卦六律之圖〉、〈四象八卦六經之圖〉、〈河洛十五生成之象圖〉、〈四象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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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的宇宙時空意涵進行釋述， 17大抵能夠掌握有關圖式之承繼與演變，

確立宋代圖書易學的重要特色與發展面向，並從其中發現從楊甲《六經

圖》至《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所輯圖說為今見宋代之最大

宗者， 18且多與北宋圖說與朱震多有相繫之處。藉由對此一系之圖說的

全面探析，將能更為完整而清晰的朗現從北宋至南宋前期的圖書之學的

發展面貌，並且具體辨析有關圖說之實質內涵。

第二節　易學發展洪流下的《大易象數鈎深圖》與 
《周易圖》一系圖說

宋代學術發展，在理學的學術慧命之領銜下，走向高度思想化的

飛揚年代，易學的義理化走向，自是無法阻擋的必然趨勢。傳統象數之

六典之圖〉、〈四象八卦六師之圖〉、〈周天歷象氣節之圖〉、〈地方萬里封建之圖〉、

〈萬夫之圖〉、〈一成之圖〉等四十二幅圖式。少數圖式並未具名，本人根據其具體

所指而立作名稱。參見張理：《易象圖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 806冊，1986年 3月初版），頁 376-434。
17 郝大通《太古集》有關圖式，包括〈乾象圖〉、〈坤象圖〉、〈日象圖〉、〈月象圖〉、

〈天地交泰圖〉、〈日月會合圖〉、〈天數奇象圖〉、〈地數偶象圖〉、〈二十八宿加臨

四象圖〉、〈二十四氣加臨七十二候圖〉、〈河圖〉、〈變化圖〉、〈五行圖〉、〈天元十

干圖〉、〈三才入爐造化圖〉、〈八卦放鼎煉丹圖〉、〈十二律呂之圖〉、〈乾坤生六

子圖〉、〈八卦數爻成歲圖〉、〈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六子加臨

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八卦反復圖〉、〈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二十四氣加臨

卦象圖〉、〈五行悉備圖〉、〈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五運圖〉、〈六氣圖〉、

〈四象圖〉、〈北斗加臨月將圖〉、〈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三才象三壇之

圖〉等三十三幅圖式。見郝大通：《太古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

第 43冊，1988年 12月再版），頁 695-707。
18 《六經圖》中之易圖有七十一圖，《大易象數鈎深圖》一百四十一圖，《周易圖》

一百一十圖，第二章將詳列說明。本論著楊甲《六經圖》採文淵閣《四庫》本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83冊，1986年 3月）；佚名
《大易象數鈎深圖》採文淵閣《四庫》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第 25冊，1986年 3月），並參考《通志堂經解》本與《道藏》本；佚名
《周易圖》採《道藏》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4冊，1988年 12
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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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從主流走向邊緣，似乎是主客觀環境所難以改變的事實，然而面對

前期陳摶一系圖書之學的創新格局，象數之學得以在此困境中融入其

中，使得這個時期的易學，每每可以看諸義理、象數與圖書三重並進、

或三位一體的易學實況， 19易學圖書化，成為這個時代的特殊內容與表

現形式，而象數之學也特好於依附圖說而存在。《大易象數鈎深圖》與

《周易圖》一系，廣摭眾說，多元匯聚，寓象數與義理於圖式之中，尤

其在約計一百六十個（去其重複不計）圖式裡，處處可見象數運用的圖

式化觀點。

宋代易學家不論在象數或義理之論述範疇，多數涉論北宋周、邵、

劉諸家的〈太極圖〉、「河洛」與「先後天」之說。這些學說所反映出

的，不論是形式或內容，皆異於漢代象數之學，與傳統易學大異其趣，

以今日的哲學觀點來看，可以視為突破傳統界囿的創造性詮釋。《大易

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正是在此創造性學術環境下，繼承傳

統觀點又制為新說，而具有完整體系的易學圖式主張。

圖式結構形式的易學思想之闡釋，具備「象」的概念，也重視

「數」的運用；強調「數」的觀點，也為宋代易學的另一特色。在相關

《易》說圖式內容中，或以數示象，或以象寓數，或象數兼具，但大抵

脫出純粹以卦氣、互體、卦象等易例的象數易學之窠臼；邵雍的《易》

說如此，劉牧《易數鈎隱圖》亦若是，而《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

圖》一系更是如此，長於「象」與「數」的圖式符號之建構。此一時代

的圖書之學，同時把易學概念引申推展到傳統易學之外的哲學領域，揭

示大自然或宇宙本體的生成規律上，這樣的易學觀，與西漢注重占驗災

變的講求實用之精神迥然相異。因此，宋代的圖書易學，在其建構的易

學圖式中，常常包含著深弘豐厚的義理內蘊，這種義理的成分，正是宋

19 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學三位一體的重要代表，除了北宋周敦頤、邵雍諸家之外，

南宋前期諸易學名家，亦多顯此特質，朱震即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詳見拙

著：《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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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道學的基本範疇，並不同於傳統易學所標幟的哲理，可以視為道學

所表述的重要觀點。20《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所建構的

龐富圖式，也正為一幅幅宇宙生成衍化之圖式，在象數運用的背後，可

勾勒出諸多可貴的哲理深義。

宋代易學以義理論述特長，《四庫》的兩派六宗之分，宗主義理

者泰半，故張善文先生因之而分為以儒理論《易》者、以史事證《易》

者，以及以心學解《易》者。21義理名家，處處可覓，主流哲學命題不

外「理」與「氣」，以及以之聯結的「太極」與「陰陽」關係的主張。

在程朱理學的主流風潮之帶領下，普遍影響易學家打破漢代以來以「太

極」為「氣」的傳統認知。然而，在朱熹之前，以氣化為本亦非小宗，

如劉牧、張載（1020-1077）、朱震等人即是典型代表；《大易象數鈎深

圖》與《周易圖》一系，便在此一氣化觀下繼承開展。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既不專於南宋後起的史

事論《易》，又不尚於心學之說，亦不宗主程朱以「理」為本的觀點，

反而專擅於氣論主張，尤其與劉牧、朱震等家氣說貼近。劉牧反對韓康

伯以太極為「无」，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易既言有，則非

无之謂也」，因此，「太極者，元炁混而為一之時也，其炁已兆，非无之

謂」。22劉牧明白的指出「太極者，一氣也」，此一氣之太極，為「天地

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之狀。23劉牧以太極為混合未分之氣，與理

學家的「理」殊別，為氣化的宇宙生成主張，這樣的主張或許正是處於

程朱之學尚未形成主流之時。又如朱震以「太極者，陰陽之本也」；24並

20 參見拙著：《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頁 38。
21 一般研究宋代易學者，常作此種分類。張善文《象數與義理》即作此分。見張善

文：《象數與義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4月 1版 3刷），頁 243。
22 見劉牧：《易數鈎隱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4冊，1988年 12月
再版），卷上，頁 776。

23 參見劉牧：《易數鈎隱圖》，卷上，頁 770。
24 見朱震：《漢上易傳‧叢說》，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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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者，天地之根本也，萬物之權輿也，陰陽動靜之源也，故謂之太

極」。25以太極含陰陽二氣，歸之為「一」，為沌混之一氣。《大易象數

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便為劉牧、朱震氣說之同路者，肯定太極

化生陰陽兩儀之本質即氣之運化者，認為「太極未有象數，惟一氣耳。

一氣既分，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是生兩儀也」。26太極即一氣，一

氣分判而為輕清之陽氣與重濁之陰氣。以數言之，「太極渾然一也，判

而為儀，二也；二儀分而為象，四也；四象生八卦，此十五數也」。27

氣化流行，以數推衍，太極即數之初始即為「一」，乃元氣未分之狀，

經陰陽之變，而有兩儀、四象、八卦之衍生。「一」作為元氣之本源，

萬化之根源在於太極在於氣，氣作為第一性之存在。《大易象數鈎深圖》

與《周易圖》之諸圖式，述明宇宙根源的氣化義理觀，即本於劉牧、朱

震諸家之主張，與太極為理的義理思想有明顯之判別。此一判別，正可

以作為推索《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的圖說系譜與源流之內容

依據。

象數之說，在宋代易學的發展，除了無可免除而必然存在，多數

為依附義理之陳述而運用，亦有因圖式化、重「數」下的環境下必然形

成。程頤等多數易學家標示義理思想，不廢象數之用，北宋學者如此，

南宋亦若是。陳摶一系的圖書之學，專主於用數，亦執於象數元素之

用。帶有較強烈的漢代象數之說作為主體的易學論述者，如朱震、鄭剛

中、鄭東卿等人即重要的代表，可以視為象數之學的另一發展高峰。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作為圖說的集大成者，雖以輯成名

25 見朱震：《漢上易傳‧序》，頁 4。
26 見《周易圖》論釋〈太極圖〉之說，亦同於《大易象數鈎深圖》論釋舊有的〈太

極圖〉之主張。見《周易圖》，卷上，頁 663。又見《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上，
頁 3。

27 見《周易圖》論釋〈天地自然十五數圖〉之說，亦近於《大易象數鈎深圖》論

釋〈河圖天地十五數圖〉之言，云：「以其太極未分，混而為一，即是一也。一氣

判而為儀，見三也；二儀分而為象，⋯⋯」。見《周易圖》，卷上，頁 666。又見
《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上，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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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可以勾勒出以象數為主體的核心取向，可以視為集圖書與象數之學

的大宗；圖式中所含攝的象數之說，十之有九，高度的反映出以圖式結

構方式所表現的另類象數之說。以數推明陰陽所表徵的自然之變者，不

外乎為天地之數與大衍之數聯結筮法及〈河圖〉、〈洛書〉的概念，乃至

以邵雍先後天思想的數說，形成龐大的圖式用數之體系，這正是《大易

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的主要內容。另外，在象數的表現上，《大

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中有來自傳統《易傳》的觀點，有來自漢

儒《易》說的延續，亦有來自宋儒普遍關注的象數主張，如卦變之說、

八卦方位、納甲、律呂、十二消息、干支五行、卦象等等主張或元素之

運用，表現出高度用象、論變、求占與構數的特質。

歷來易學家，少有藉由圖式建構以述明卦爻義者，《大易象數鈎深

圖》與《周易圖》輯收鄭東卿六十四卦的卦爻義之五十六個圖式，確立

今傳《易》說最早且唯一採取圖式結構方式闡釋卦爻義者，同時也彌合

復原鄭氏易學的可能內涵與特色，高度象數化的理解，既有同於漢說，

又別有新創的獨特色彩，成為這個時代象數之學的重要代表。從易學史

的價值進行觀照，《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於斯大有其功。

第三節　晚近對有關圖說之關注概況

宋代以理學為主流的高度義理化之學術環境下，《大易象數鈎深圖》

與《周易圖》一系的象數化圖說《易》著，很難擺脫仰之彌高的形上義

理作為較高價值尺度的衡量標準，加上作者所存在的爭議問題，以及被

歸列於《道藏》中的內容定位等可能之限制，故宋元思想史、經學史或

易學史上，都不受到應當有的關注。諸如晚近學者之有關論著，著重的

都是與理學有關或是圖書易學有關的重要《易》家，甚至與宋代學術史

或政治史有關的人物論著，《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並未受到

實質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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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易學史有關論著之關注

當代重要易學史的論著方面，徐芹庭《易學源流》論述宋代易學

源流時，將宋代的易學主要分為理學派、圖書象數派、老莊心佛派、

占筮禨祥派、史學派、疑古派、古本易學派、集解派等幾個主要的派

別，指出宋代的易學主流為程朱系統之理學派。對於圖書之學，卻不因

理學而衰，認為「在漢劉子駿（歆）、許叔重、鄭康成、虞仲翔之書已

溯及之」，圖書之學早源自於漢代，「至宋初陳摶傳之，始大盛于宋」。

宋代易學取圖立說，成為普遍之現象，徐氏列宋代圖書象數派之易學

共六十三家， 28可見圖書之學流傳的盛況。對於《大易象數鈎深圖》與

《周易圖》，並未述明何人所著，亦未列屬宋代易學之範疇。

徐氏又《易圖源流》一作，將《大易象數鈎深圖》列為元代之作

品，置於胡一桂（1247-?）之後，否定此著為張理所作，認為歷代多有

「誤與張理之《易象圖說》相參而致謬者」，除了《易象圖說》外，張理

無《大易象數鈎深圖》之作。徐氏羅列書中所有圖名，並舉〈六十四卦

天地數圖〉與〈卦爻律呂圖〉二圖，以《大易象數鈎深圖》中的原文作

為案語，唯於〈六十四卦天地數圖〉案語增言「此仿以數目代卦名之蔡

九峰九九圖數圖」， 29肯定此為仿蔡沈（1167-1230） 30之圖，則《大易象

數鈎深圖》必在宋末元初之後，但不知徐氏所指之依據為何，何以不能

是蔡沈本於《大易象數鈎深圖》之說？徐氏未針對《大易象數鈎深圖》

一書作進一步之介紹，亦未提及《周易圖》之有關內容。但其《易學源

流》與《易圖源流》二著，卻提供歷代易學發展史與圖書易學史的諸多

28 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年 8月初
版），頁 662-690。

29 參見徐芹庭：《易圖源流》（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 1月 1版 1刷），頁
396-399。

30 蔡沈，字仲默，號九峰，為蔡元定三子，不求仕進，師事朱熹，後隱於九峰山，

學者稱九峰先生。相關事蹟見《宋史》卷四三四、《宋元學案‧九峰學案》，卷

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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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有助理解歷代易學發展概況。

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中並無釋說《周易圖》之有關圖式思想。

論及張理之圖書易學時，以《道藏》列張理有此《大易象數鈎深圖》，

而其《易象圖說》取蔡元定（1135-1198）的「河十洛九」，若「道藏

本《大易象數鈎深圖》為張理所作，其河洛說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

表明其《易象圖說》與《大易象數鈎深圖》對〈河圖〉與〈洛書〉的圖

式認定是不同的，至於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並無確言。朱先生申明張

理圖說，以其太極圖式，太極為混而未分之一氣，由太極到六十四卦，

「即從元氣到萬物，乃元氣自身演變為陰陽五行之氣進而形成天地萬物

的過程」；此一概念同《周易圖》中之太極的內涵。同時指出相關圖說

以六十四卦為代表的整個世界存在普遍之聯繫，是一種時間與空間之聯

繫，事物之存在與變化，亦是一種聯繫的關係，透過《易》象圖式的建

構，即在確立此種普遍之聯繫思維；31這樣的認識，有助於《大易象數

鈎深圖》與《周易圖》諸多圖說之理解。

王鐵的《宋代易學》，略考《大易象數鈎深圖》即其《周易疑難圖

解》二十五卷中的一部分，斷定《大易象數鈎深圖》即鄭東卿之作，所

謂「今本應只是原本的一個節本」；此一節本亦是《宋史‧藝文志》所

錄鄭東卿《易說》三卷。王氏之說，多有商榷之處，不論是《周易圖》

或《大易象數鈎深圖》或《周易圖》，諸多圖式確與鄭氏之說有密切之

關係，但不代表《大易象數鈎深圖》或《周易圖》即鄭氏之作，沒有具

體之論證，只是一種臆說。王氏並取〈太極貫一圖〉、〈說卦配方圖〉、

〈乾坤易簡之圖〉、〈革爐鞴鼓鑄圖〉等四圖作簡要之解說。32

潘雨廷《讀易提要》列說〈張理《大易象數鈎深圖》提要〉，認定

31 引文與論述，參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三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
1月 1版 1刷），頁 42-67。

32 引文與相關論述，參見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9月
1版 1刷），頁 18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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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著為張理所作，並指出此著「當與著《易象圖說》相近，因有互明之

處」；肯定全書圖式，「自抒心得者屢見不鮮，以明六十四卦者，更為

前人所未發。他如取諸前賢者能得其要，可見張氏于象數之學用功亦

勤矣」。33以此著為張理自屬之易學觀，殊不知所提六十四卦圖說，本

為鄭東卿之作，絕非張理所有。雖然誤為張理之作，但高度肯定此著諸

多易學理解，能夠展現出卓識創發之學術價值。另外，並未論及《周易

圖》。

高懷民的《宋元明易學史》，並未列說《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

易圖》，然而重於論述宋明時期包括周敦頤、邵雍、朱熹、蔡元定、來

知德等人與圖書有關的易學，尤其專闢〈易圖象之學〉一章，對研究圖

書之學有一定之參考價值。34

詹石窗《易學與道教思想關係研究》，雖未論及《大易象數鈎深

圖》與《周易圖》，但對於易學與道教的關係，進行詳要之論述，特別

於圖書之學的勃興、圖書象數之推衍與理學的道學化，作為學術史的闡

發。35研究視野與有關成果，皆可作為理解圖書之學發展系譜之參考。

劉瀚平的《宋象數易學研究》，探討宋代圖書之學，主要以劉牧、

邵雍、周敦頤為對象，雖然未涉論任何《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

圖》之議題，然而考索「河圖洛書派」、「先天圖派」、「太極圖派」之

源流，乃至對劉牧等人的詳述，皆提供諸多研究宋代圖書之學的參考文

獻。36

33 見潘雨廷：《讀易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月 1版 1刷），頁
300-302。

34 見高懷民：《宋元明易學史》（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7月 1版 1
刷）。

35 參見詹石窗：《易學與道教思想關係研究》（福州：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 3月
1版 1刷）。

36 見劉瀚平：《宋象數易學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 2月初版 1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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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余敦康的《漢宋易學解讀》， 37雖未論及有關之學說內容，但

選擇宋代重要《易》家作討論，提供易學史與哲學性論述的參照。

二、易圖輯典與重要圖說論著之關注

主要從易圖典籍、易學圖式的有關論著，以及《大易象數鈎深圖》

與《周易圖》一系圖說的具體研究概況等方面，簡述此一圖說的關注情

形。

（一）易圖典籍方面

易學研究論著，未見專述《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者，唯

晚近彙編易圖的典籍，二著圖式多見收錄者：

施維主編的《周易八卦圖解》中，視《大易象數鈎深圖》為張理

所作，羅列有關圖式七十一幅。38又編入《周易圖》有關圖式一百零六

幅，並將此著列於其收編之第三部著作，於劉牧《易數鈎隱圖》與《易

數鈎隱圖遺論九事》之後、朱震《漢上易傳‧卦圖》之前，似乎認為此

佚名《周易圖》成書於朱震之前，未查明《周易圖》中多引朱震之說，

應非早於朱震。39二著圖式之編入，可見對二著之重視。

李尚信與施維整理《周易圖釋精典》中，也將《大易象數鈎深圖》

稱作張理之著，並輯其圖式三十六幅。40又以《周易圖》作者佚名，並

未臆說推定，並選輯其圖式十幅。41

李申與郭彧編纂的《周易圖說總滙》，詳列劉牧《易》作諸圖、

37 見余敦康：《漢宋易學解讀》（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 7月北京 1版 1刷）。
38 見施維：《周易八卦圖解》（成都：巴蜀書社，2005年 10月 1版 2刷），頁

335-386。
39 見施維：《周易八卦圖解》，頁 34-112。
40 見李尚信、施維整理：《周易圖釋精典》（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 6月 1版 1
刷），頁 134-154。

41 見李尚信、施維整理：《周易圖釋精典》，頁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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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甲《六經圖》，以及《大易象數鈎深圖》等有關易學圖式，卻未輯列

《周易圖》之圖式。此一編著廣蒐歷代之易圖，為研究圖學之重要參考

文獻。42

常秉義編著《易經圖典舉要》，其中列舉〈《大玄》準易卦名圖〉一

圖， 43即來自《大易象數鈎深圖》所有。又列〈屯象圖〉與〈蒙養正圖〉

二圖，為來自《周易圖》，並署名作者佚名。44

（二）易學圖式有關論著方面

釋說圖式的有關論著，可以作為研究易學圖式之重要參考：

郭彧《易圖講座》第六講〈宋代的易圖：從《道藏‧周易圖》中

的兩幅圖說起〉，特別舉屬於陳摶的〈帝出震圖〉與范諤昌的〈四象生

八卦圖〉進行源流與內容之釋說。同時認為此著約成於南宋末期，所集

之圖式大部分為楊甲《六經圖》與鄭東卿《周易疑難圖解》之有關圖

說。45郭氏對二圖之流衍主張，以及《周易圖》輯收內容之認定，可以

提供有關研究之參考。

張其成《易圖探秘》雖未論及《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

但所言卦序、卦位、納甲、卦氣、爻辰、卦象、卦變等象數方面之圖

式，以及先天圖式、〈河圖〉與〈洛書〉、〈太極圖〉等圖式之理解，具

有參考之價值。46

李申《易圖考》引述歷代圖說，針對〈太極圖〉、〈陰陽魚太極

圖〉、〈河圖〉、〈洛書〉、〈先天圖〉等圖式，進行源流考索，提供有關圖

42 參見李申、郭彧編纂：《周易圖說總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4
月 1版 1刷）。

43 見常秉義：《易經圖典舉要》（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年 4月 1版 1刷），頁
278。

44 見常秉義：《易經圖典舉要》，頁 224-225。
45 見郭彧：《易圖講座》（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年 1月北京 1版 1刷），頁

33-37。
46 見張其成：《易圖探秘》（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 1月 1版 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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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授受關係之成果參照。47

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中，探述胡渭《易圖明辨》的儒道之

辨、易圖類型與變異、〈太極圖〉與有關詮釋問題等幾個面向，對於源

流與內容進行詳實之闡述，其中並引述《周易圖》中之〈太極圖〉、〈先

後天總圖〉。48鄭先生鉅細考索〈太極圖〉與有關圖說之問題，提供詮

釋方法與論述有關圖式實質內涵之參考。

趙中偉《易經圖書大觀》中，主要收錄劉牧與朱熹之圖說七十三

幅，分為解說、注解、譯文與說明等四個部分，將有關圖式的內涵和意

義，進行詳盡的論釋。趙氏強調圖書易學作為一套特殊的易學系統，主

要表現出：「一則秉持《周易》卦象的符號化體系，作思想性的展延，

將抽象的概念化思想，予以具象化。另一則是東方思維和生命哲學的

探求，將宇宙萬象生命，藉由形式化的圖象，使其簡單完整的呈現，

顯現周延的思維模式」。49趙先生之論著，雖未列說《大易象數鈎深圖》

與《周易圖》之圖式，但有關內容對探討宋代圖說必有諸多之啟發與參

考。

（三）《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的具體研究概況

歷來《周易圖》之圖式研究，除了上述郭彧《易圖講座》中列說二

圖外，並無其他之具體論著。至於《大易象數鈎深圖》之圖式研究，又

除了上述朱伯崑《易學哲學史》以之為張理所作而略作述義外，林忠軍

《象數易學發展史》中論及張理圖式化的象數易學，直指張理除了《易

象圖說》之論著外，《大易象數鈎深圖》亦張理所作，同時佚名之《周

易圖》，「其內容大致相同，恐此書是張理《易象數鈎深圖》別本」，視

47 見李申：《易圖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2月 1版 1刷）。
48 見鄭吉雄：《易圖象與易詮釋》（臺北：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
年 2月初版），頁 173、177-178。

49 見趙中偉：《易經圖書大觀》（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3月初版），
頁 1。



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018

《周易圖》為《大易象數鈎深圖》之別本。林先生認為輯著之內容，「滙

輯了宋以來許多易圖」，「為研究宋代圖書之學提供了條件」；50文中針

對張理《易象圖說》十一幅圖式，以及《大易象數鈎深圖》五個圖式

進行釋說，對比之下，似乎較為看重《易象圖說》，並未將龐富圖說的

《大易象數鈎深圖》作為主要文獻依據；若依林先生章目所訂之論題，

探討張理的象數易學觀點，既認定《大易象數鈎深圖》為張理所作，

則取《大易象數鈎深圖》作為討論之主體材料更為合宜。林先生對有關

圖式作詳要的闡發，提供諸多寶貴的研究成果，並且肯定張理的易學貢

獻，主要為：其一、總結兩宋圖書之學，其《大易象數鈎深圖》滙輯宋

代以來之易圖，成為研究宋代圖書之學的重要文獻材料。其二、將河洛

之學與先天之學改造成為象學，促進宋代象學與數學的融合，發展了新

的象數易學。其三、圖式化的易象包含豐富之義理思想，為象數學闡發

成為義理之學提供了可能，促使象數與義理之融合。51林先生之研究，

雖涉及《大易象數鈎深圖》之圖式僅為五幅，但內容卓識多有參考之價

值，且提到《周易圖》與《大易象數鈎深圖》之相似，確立二著可以視

為一系的比列對照之認識視域。

另外，筆者過去關注張理之易學，考索其圖說，主張代表張理思

想之論著為《易象圖說》，而《大易象數鈎深圖》非張理所作，從二書

之內容對比，可以看出二書氣質相悖，思想主張處處可見相左者。二文

的論題闡發，綜採《易象圖說》之全部圖式進行釋析，具體之結論包

括：其一、張理大衍之法糾合諸說，強化數值運用之哲學性與邏輯性。

其二、修正傳統筮法或然率之重要代表，揲左不揲右的哲學意義提高。

其三、以先秦筮例之互證，確立其筮法貼近古例之用。其四、取不變為

占，理據仍嫌不足。其五、宗本朱熹占斷之法，持論信徵不夠詳明。其

50 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二卷）》（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初版），頁
547。

51 相關之論述，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二卷）》，頁 52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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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張理試圖為宋代以來的主要圖說觀點，藉由《易傳》的思想，確立

其理解上的有效性，此亦其圖式所開展的重要特色。其七、強調人道的

主體價值，肯定人道的自覺，以人為核心，以成聖為宗，正是儒家理想

之本色，而著實體現在其圖說之中；通天道以明人事的積極映現，乃至

人性自覺與徵聖明道的理想關懷。其八、透過圖象化所凸顯的宇宙時空

變化的動態性意義，為易學詮釋的創造性開闡尋找可能。其九、張理學

本朱熹之說，呈現出典型的儒學風骨，而《道藏》將之收入，仍不能模

糊其強烈的儒學內涵，與丹道判然有別。52本人概括張理《易象圖說》

之思想，可以進一步確定與《大易象數鈎深圖》及《周易圖》一系圖說

之別異，尤其是張理圖說之義理性成份相對較為強烈，正宗的儒家本色

亦較純粹，又根準朱熹之學說，而能體現朱熹之思想，這些方面，並非

《大易象數鈎深圖》及《周易圖》所主者。由此可以推論《大易象數鈎

深圖》絕非張理所作或所輯者。

第四節　《大易象數鈎深圖》及《周易圖》圖學探述之目的取向

歷來易學圖說的研究論著與文獻，漸趨繁富，然而直接關涉《大易

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之研究則寥寥無幾，作為代表宋代圖書之學

的重要輯著，似乎被輕忽冷落。站在對一個時代易學發展史的角度看待

此一系列圖說輯著，不管是否為機械化的圖式結構，乃至過度的象數化

之認識內涵，但它們確實可以作為代表宋代易學特別在象數化取向與圖

書之學方面，不論是思想內涵的呈現，乃至易學承傳脈絡的耙索，仍有

其實質價值可以開展。

《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多元龐富的內容，張揚時代的特

52 參見拙著：〈元代張理大衍筮法析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27期，2013年
12月，頁 1-44。又見拙著：〈圖書易學的延續與開展─論元代張理圖書易學之

重要內涵〉，《東華漢學》，第 19期，2014年 6月，頁 19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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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屬性與性格，是易學理解的創造性突破，為傳統易學打開了新局，也

為此宋代的開展，留下具有代表性的文獻典範，面對文獻接受現實時空

的必然殞損之狀態，《大易象數鈎深圖》一系代表此時代重要易學特色

的文獻運用與重要參照，洵足以立下汗馬功勞的論著。雖然《四庫》系

統於《易》類收入《大易象數鈎深圖》，但《道藏》又同時編列，同時

亦收錄《周易圖》，使部分性格呈現似或融入部分道家思想養料，而主

體上仍然反映出宋代核心觀點的易學主張，是一具有高度時代性意義的

論著。

本論著主要以《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有關圖式作為研究

的主軸，論著研究之主要目的，希望從幾個命題之探討，能夠對圖式作

全面性、周延性的釐清與認識，並建立有系統的見解：

其一、認識《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之整體特色與主

要取向，探討有關易學圖式展現的具體內涵。

其二、探討《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中太極生成衍

化圖式、〈河圖〉及〈洛書〉與相關數列圖式，以及先後天學之有關圖

式，理解圖式之具體內涵，並體現的陰陽變化之宇宙觀的重要哲學意

涵。

其三、分析六十四卦象義之圖式內涵，詮解卦爻之象，以及圖式符

號立象所闡明的卦爻辭義具體內容，確立圖式建構者的卦爻理解。

其四、分析有關《易傳》詮義圖式結構之重要內涵，以及象數《易》

說圖式結構之重要認識，確立圖式符號創發詮釋之可能與實質內涵。

其五、以宋初以降易學圖式之發展為核心，釐清《大易象數鈎深

圖》與《周易圖》一系有關圖式所反映的易學發展重要取向，確立此一

論著在宋代易學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定位與重要啟示，乃至其授受源流

的可能系譜脈絡，及在易學史上的重要意義。

本論著為凸顯《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式結構所呈

現的重要內涵，分判其易圖的內容，採取主題分類討論的方式。藉由主

題討論的研究方式，有助於凸顯《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圖式

結構所展現的易學觀之內容屬性與思想內涵，開闡出具體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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