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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卦變理論為《周易》象數學中具有頗高重要性之理論，然而檢視文獻，發現

前人對於個別易學家所提出之卦變理論，或有解釋不清、評論失當之處，且大多

數的學者皆將卦變理論置為附屬，少見專門之論述，因上述，本研究試以漢代至

南宋之間，討論卦變理論及新說法者，試分析卦變理論自荀爽提出伊始，而至朱

熹、俞琰等人時，蔚為一可觀且重要之《易》學理論，並且討論卦變之說如何由

荀爽、虞翻提出之雛形，一路轉變為南宋易學家提出之面貌。 

後文除第一章緒論及第六章結論，於第二章〈卦變理論起源〉中，討論卦變

理論初創時期面貌的同時，以為可藉由四正卦作為解釋虞翻卦變說當中違例以及

變例之處。第三章〈三國至隋唐之卦變理論〉主要闡述虞翻以後至唐代之卦變理

論發展，本章之內容主要集中於蜀才對虞翻理論之創新，及虞翻以降之諸易學家

對虞翻理論看法之變化。第四章〈北宋卦變理論〉中，本研究以為朱震《漢上易

傳》中的卦變理論，發現朱震卦變說實雜揉虞翻及李之才兩人之說法，然其自認

為繼承虞翻，因此其理論出現自相矛盾之現象。而後分析程頤卦變理論，藉由今

人花崎隆一郎之文，發現過去對程頤卦變理論之看法或有誤解。 

第五章〈南宋卦變理論〉首先討論、分析朱熹卦變理論，藉今人王風之文重

新檢視朱熹之卦變理論，然王氏之說法仍有不完整處，本研究對其做出部分之修

正，使朱熹之理論能夠更加清晰明朗。其次討論清儒胡渭及今人高懷民將俞琰〈先

天六十四卦直圖〉目為卦變圖之看法，實有一定問題。 後討論朱熹《易學啟蒙》

所附〈變占圖〉實非〈卦變圖〉，而今人多有誤會。 

 

 

 

 

 

關鍵詞：卦變理論、十二辟卦、四正卦、升降說、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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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周易》經傳之解釋，歷來有諸多易學家投入，其中有關卦變之解經方法，

明清之際黃宗羲（1610-1695）《易學象數論》提及：「卦變之說，由〈泰〉〈否〉二

卦〈彖〉辭『大往小來』、『小往大來』而見之。」1可看出黃氏認為《周易》經傳

中較為顯見的卦變之處，可以由〈泰〉卦與〈否〉卦之〈彖〉辭中「大往小來」、

「小往大來」等語句中看出，而由此類語句亦可得出：卦變這一解經之方法，確

實有其經傳上之基礎，而黃氏後文又言： 

卦之體，兩相反，爻亦隨卦而變。……是之謂卦變。非以此卦生彼卦也，

又非以此爻換彼爻也。2 

由引文可以看出黃氏認為卦變是由六十四卦之卦畫，兩兩相反而來，並非由某卦

生出下一卦，又或者以爻位移動而來。 
清儒胡渭（1633-1717）於《易圖明辨》中，對卦變理論則言： 

《易》有聖人之道四，變居一焉。《易》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者，

《易》中之大義也。觀孔子之言曰：『上下无常，剛柔相易，内陽而外陰，

内柔而外剛。』則凡〈彖傳〉之剛柔、往來、上下、内外，皆主卦變而言

可知矣。3 

可由兩方面分析胡渭之說法，一者，「變」為《周易》的大義之一，此是就解釋《周

易》經傳的原則性而言。二者，認為〈彖傳〉中「剛柔」、「往來」、「上下」、「内

外」等文字，皆是提及卦變之處。這樣的觀點， 顯著的例子便是前述黃宗羲所

言，由〈泰〉卦與〈否〉卦之彖辭可觀察到的現象，而胡氏於後又言： 

然諸儒概以一爻言之，故唯三陰三陽之卦可通，而二陰二陽之卦則不可通，

〈无妄〉剛自外來、〈升〉柔以時升之類是也。唯以反對言之，則無不可通，

蓋卦可以該爻，而爻不可以該卦，卦變則爻隨而動矣。4 

由此段引文可以看出胡渭認為卦變應以反對這一解經方法為主體，此看法與前述

黃宗羲之說法相同，若將黃、胡二人之說法合併觀察，則可以得出清代之學者認

為卦變是因卦畫的成對顛倒而來的這一看法。 
若將時間往後延伸，近人屈萬里（1907-1979）於《先秦漢魏易例述評》中認

                                                 
1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易學象數論》，收於《黃宗羲全集》，冊 9（杭州市：浙江古籍出

版社，1993 年，清．光緒間《廣雅書局叢書本》，以《寧波天一閣藏本》、清．乾隆間《四庫

全書寫本》校對），卷 2，頁 54。後文皆用此版本。 
2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易學象數論》，收於《黃宗羲全集》，冊 9，卷 2，頁 54-55。 
3 清．胡渭著，嚴一萍選輯：《易圖明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守山閣叢書本》），卷 9，

頁 3。 
4 清．胡渭著，嚴一萍選輯：《易圖明辨》，卷 9，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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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惟是卦變之說，本於〈彖傳〉往來上下之文。而〈彖傳〉所謂往來上下者，

皆就其前卦之倒轉而言。5 

由引文可見屈氏對卦變的看法，與黃宗羲、胡渭兩人所言相同，由此可以發現：

黃氏以前，討論卦變至少有二方式。一者以某卦生某卦、某爻換某爻的方式做討

論。二者以兩兩成對，而又上下相反的卦而來。黃宗羲等人則認為後說為是，前

說為非，然若以黃宗羲所認為是者為基礎，往前檢視如：宋代朱熹（1130-1200）

《周易本義》、朱震（1072-1138）《漢上易傳》中，提及卦變之卦的註解，以及朱

熹、朱震對卦變的看法，又發現與黃宗羲、胡渭、屈萬里之說法有扞格不入之感，

此則令人起疑：究竟黃宗羲等人所持之說為是，抑或是朱熹、朱震之看法為是？ 
帶著前述之疑惑，往更前之時代檢視，發現如：唐代李鼎祚（？-？）《周易集

解》中所輯之漢、三國乃至唐代易學家的注解，其中對於卦變之注文，反是以前

引被黃宗羲所否定的「以此卦生彼卦」、「以此爻換彼爻」這一卦變的模式為多。

由此一現象，則又有：卦變理論之方法、原理、原則等面向，是如何由目前所見

的漢代之面貌，向黃宗羲、胡渭、屈萬里所認為的面貌轉變之疑惑。 
檢視漢至宋代所留存之文獻，又可發現各易學家對卦變這一解經方法的理解

與運用，亦發生不同之轉變，如東漢荀爽（128-190）注〈萃〉卦言：「此本〈否〉

卦」6，時代稍後於他的虞翻（164-233）則言：「〈觀〉上之四也。」7對比兩者的

注文，發現即使是採用黃宗羲認為之「以此卦生彼卦」的卦變方式的學者，其內

部對於卦變的原則乃至於實際註解《周易》經傳時，其實仍有不同之處，這一現

象的出現，代表卦變理論內部，在實際使用以註解《周易》經傳時，仍是不統一

的，而此不統一，其實是來自於各個易學家對於卦變說的看法或理解，甚至是採

用的理論不同而來，因此本研究的一大主軸，亦在於檢視、分析所提及的各個易

學家對於卦變理論的看法、理解乃至於其所使用的理論來源。 
觀察目前有關卦變之著作，如：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高懷民《兩漢

易學史》8、徐芹庭《易學源流》9等，咸將卦變說做為其著作內容之一部份，未有

跨時代或跨學者之論述，然如黃宗羲所言：「夫子〈彖傳〉所以發明卦義者，於是

為多，顧《易》中一大節目也。」10由黃氏所說，實可以想見卦變理論在《易》學

史中之地位，頗有其重要性，然而前引相關之著作，實未有專以卦變為主題之論

著，令人有可惜之感。 
專門討論單一易學家之著作，如：楊自平《吳澄之《易經》解釋與《易》學

觀》11、曾復祺《朱震易學之研究》12、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

                                                 
5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於《屈萬里先生全集》，冊 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卷下，頁 145。 
6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據清同治十年濟南

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卷中，頁 135。 
7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年，據《學津討原本》排印），冊 3，卷 9，

頁 221。 
8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 
9 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 
10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易學象數論》，收於《黃宗羲全集》，冊 9，卷 2，頁 54。 
11 楊自平：《吳澄之《易經》解釋與《易》學觀》，收於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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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通為中心的展開》13等，則僅專論該學者之卦變理論，無跨時代、跨學者之著作

出現，有難見卦變理論全貌之憾，同時，由上述之現象可見以卦變理論為主題之

研究的不足，甚且是破碎而單一的，因此，專以卦變理論為主題，並兼及相關問

題之研究，實有出現之必要性。 
本研究擬以漢代至南宋諸易學家之卦變理論為主要探討對象，試圖藉漢代至

南宋之間，對卦變理論有使用或提出新說法之易學家的著作、易圖等，分析、討

論卦變理論之起源、發端乃至於各個易學家對卦變理論之看法、理解及其所使用

的卦變說，理論來源等方面之異同。 後為探討漢代至南宋之間，諸易學家對卦

變的看法，如何往後世如黃宗羲、胡渭、屈萬里等人之說法靠攏，又是由何人、

何時開始出現這一傾向。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卦變」一詞， 早可在晉代王弼（226-249）《周易略例》中見及，其言：「案

文責卦，有馬无〈乾〉，……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14由

此段引文，可知互體與卦變乃是解釋經傳的方法，然而究竟當時如何以卦變解釋

《周易》經傳，王弼則未詳細說明，〈繫辭傳〉：「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北魏關朗（？-？）於《關氏易傳》注： 

〈坤〉，陰之母，無不容，在戶為闔；〈乾〉，陽之君，無不由，在戶為闢。

闢往則闔來，闔往則闢來。15 

可以看出關氏認為變即是指陰陽往來，而後又言：「卦〈乾〉來乎內，〈坤〉往乎

外，君子闢小人闔，故名〈泰〉，反是名〈否〉。」16這段引文應為現存文獻中，

早說明卦變較為具體之原則、方法者，也就是〈乾〉往卦之下體移動、〈坤〉往上

體移動，此為〈泰〉卦，反之則為〈否〉卦。 
由前述王弼、關朗之說，可見及卦變一詞的含意，然而仍有含糊、籠統之部

分，宋代趙汝楳（？-13 世紀？）17於《易雅》則對卦變一詞有更加深入的說明，

                                                                                                                                               
4 編第 4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年）。 

12 曾復祺：《朱震易學之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13 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為中心的展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14 魏．王弼，唐．邢璹註，明．范欽訂：《周易略例》，收於《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5 年，據《范氏二十一種奇書本》影印），卷 1，頁 12。 
15 北魏．關朗撰，唐．趙蕤註：《關氏易傳》，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濟南市：齊

魯書社，1997 年，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卷 1，頁 9。 
16 北魏．關朗撰，唐．趙蕤註：《關氏易傳》，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卷 1，頁 10。 
17 《宋史》無傳，據《[乾隆]鄞縣志》所錄〈選舉表〉記載：趙汝楳於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 年）

中進士，並注善湘子。清．錢維喬修，清．錢大昕纂：《[乾隆]鄞縣志．選舉表》（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影印）卷 9，頁

184。《宋史．趙善湘傳》：「（善湘）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髙宗渡江。」元．脫

脫等修：《宋史》卷 413，頁 5042。是知善湘應為南宋時人，其傳又言：「季子汝楳，丞相史彌

遠壻也。」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13，頁 5043。由上述可知趙汝楳為南宋時人，然其生

卒年則無可考知，僅能得出約在 13 世紀。《四庫全書總目》載：「汝楳，商王元份七世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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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曰：「卦變者，卦自為變。」18可以知道卦變之方法，即為卦之本身自行產生

變化，從而變為其他卦。然而趙氏又有言： 

自卦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六十四卦之體，

此卦變也；爻重為六，因各有變，自卦下隂陽之純者為始，上下互易，而

極三百八十四爻之變，此爻變也。19 

由引文可知趙汝楳認為卦變有兩種，一種指八個三畫卦互相疊合，變為六十四卦，

其將此稱為卦變。一種以爻為主體，認為陰陽爻之移動，會讓卦產生變動，而其

所言的上下互易，代表著變動後，卦中的陰陽爻數量並不會變動，此現象與前引

關朗之說法可互為參證。 
若將關朗與趙汝楳之說法整合，可以發現：關氏之說其實較偏向趙氏所謂爻

變的說法，也因此，趙氏所謂卦變之體例，實應受到其他說法影響，與王弼之所

指稱之卦變應有不同，也因此，王弼所言之卦變，應較為接近關氏之說法。 
宋代朱熹於《朱子語類．卦體卦變》中提及： 

卦有兩樣生。有從兩儀四象加倍生來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

卦，不過換兩爻。20 

可由此段引文更確切地看出朱熹對卦變的看法，一者朱熹視卦變為生卦方法的一

種，亦即除了陰陽爻互相疊加而成卦，另一種便是藉由爻位的移動而生卦，至此，

卦變這一解經方法，其實際註解之方法已告明確，考察目前文獻， 早專門討論

卦變者為明代董守諭（1596-1664）《卦變考略》，其內容為較簡單之列出卦名，附

以諸易學家關於卦變之注文，並略討論各家不同之處，然未有詳盡之分析討論，

如：「〈臨〉卦（䷒），蜀才（？-318）曰：『此本坤卦。』虞翻亦曰：『陽息至二。』」
21由引文可看出其書之大概，以整理各家注文為多，討論各易學家理論則較少，然

而該書為第一本專門討論卦變之著作，其發端之貢獻頗高。 
清代時，由於漢代易學重新被重視，出現如黃宗羲《易學象數論》、焦循

（1763-1820）《易圖略》等偏向總體論述卦變內涵之著作，黃氏對卦變之看法前文

已述，焦氏則認為： 

                                                                                                                                               
政殿大學士善湘之子。」清．永瑢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市：中華書局，1965 年），卷 3，

頁 18。《宋史．趙善湘傳》，則記「濮安懿王五世孫。」《宋史．卷二百二十八．世系表第十九．

宗室世系十四》，無武翼郎不陋以及善湘之名，而《宋史．卷二百三十．世系表第二十一．宗

室世系十六》，則有不陋、善湘之名，然而此處紀錄善湘季子則記為汝「榗」，或為誤書所致，

因其長子與〈趙善湘傳〉所記相同，因此趙汝楳應是樸安懿王六世孫，此應可正《四庫全書總

目》之訛誤。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13，頁 2931。 
18 宋．趙汝楳撰：《易序叢書．易雅．卦變釋第十》，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濟南

市：齊魯書社，1997 年，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卷 1，頁 98。該書錄其姓名為趙如楳，然

是書自著姓名為趙汝楳，後文皆從之。 
19 宋．趙汝楳撰：《易序叢書．易雅．變釋第八》，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冊 1，卷 1，

頁 94。 
20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卦體卦變〉，《朱子語類》（上海市：上海古籍出

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收於《朱子全書》，冊 16，卷 67，頁 2236。 
21 明．董守諭撰：《卦變考略》，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北京市：中國書店，1992 年，未註明

版本），冊 30，卷上，頁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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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彖）〈傳〉稱外內、剛柔、往來、上下，皆指旁通，以為卦變，非也。

以為反對，亦非也。22 

認為〈彖傳〉是以旁通之說為主，並非指卦變或是黃宗羲所認為較為正確的反對，

然則本研究主要討論為漢代至南宋之卦變理論，因此僅將焦氏對於卦變理論之看

法列為前人研究，而不討論其說法背後之易學思想等方面。 
觀察黃氏、焦氏兩人之著作，黃氏以頗多篇幅討論虞翻、李之才（？-1045）、

朱熹之卦變理論，焦循則主要討論荀爽、虞翻之說，惠棟（1697-1758）《易漢學》
23主要討論荀爽、虞翻之說，其後又有張惠言（1761-1802）《周易虞氏義》24、李

銳（1768-1817）《周易虞氏略例》25、胡祥麟（?-1823）《虞氏易消息圖說》26等專

門討論虞翻易學之著作，觀察前所臚列之著作，可以發現當時之研究重點多集中

於探討虞翻之說，對於荀爽或其他易學家之說法，則多以整理為主，例如：清代

胡秉虔《卦本圖考》27便為此種著作，其體例與董守諭《卦變考略》類同，以整理

文獻為主，討論各易學家理論變化、異同處較少。 
時屆近代，則有如徐昂（1877-1953）《周易虞氏義》之專以虞氏卦變為主題之

著作，顯示當時對卦變理論之討論或研究，仍以虞翻為主要的探討對象，而後如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牟宗三（1909-1995）《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函義》

俱討論荀爽卦變說以及虞翻卦變說，可看出學界仍以荀爽、虞翻兩人卦變理論為

主要探討對象之趨勢，而荀、虞以降諸多易家之說法提及者則較鮮見。 
盧伶甄《《周易》卦變循環思想研究──以十二消息卦為核心》28一文，深入

探討卦氣說之相關問題，然而其認為： 

《周易》六十四卦可分為三十二對對卦，可依「非覆即變」作為其卦變的

依準……其中以〈泰〉、〈否〉二卦較為特別，因為此二卦同時具有「覆」、

「變」兩種特質，此種分法是依今本《周易》卦序所為對分。29 

雖然反對之方法作為卦變的其中一種，是以卦畫上的上下顛倒為主，但今本

《周易》之卦序，不一定是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也就是排列時可能僅是兩個互

相反對的卦排列，而兩組反對卦之間，不能說必然有相關聯或互相有影響，也因

此以今本《周易》之卦序作為其說之立論基礎，或許容易出現問題。 
盧伶甄此文，雖以卦變理論重要基礎之孟喜卦氣說切入討論，然而孟氏之說

                                                 
22 清．焦循撰：《易圖略卷七．論卦變上第二》，收於《雕菰樓易學》（二）（濟南市：山東友誼書

社，1992 年，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稿本影印）收錄於《孔子文化大全．經典類》，頁 1866-1867。 
23 清．惠棟：《易漢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年，據《經訓堂叢書本排印）。 
24 清．張惠言撰：《周易虞氏義》，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26（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阮氏瑯嬛仙館刻本》影印），頁 427-534。 
25 清．李銳：《周易虞氏略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28（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九年刻《聚學軒叢書本》》影印），頁 253-267。 
26 清．胡祥麟：《虞氏易消息圖說》，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28（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南菁書院刻《皇清經解續編本》影印），頁 243-252。 
27 清．胡秉虔：《卦本圖考》，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28（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十年增刻《錢熙輔藝海珠塵本》影印），頁 201-208。 
28 盧伶甄：《《周易》卦變循環思想研究──以十二消息卦為核心》（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論文，2011 年）。 
29 盧伶甄：《《周易》卦變循環思想研究──以十二消息卦為核心》，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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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未觸及反對這一解經方式，因此將十二消息卦之解經系統與反對這一系統相結

合，似有不甚合理之處。 
近年來另有呂紹綱（1933-2008）〈略說卦變〉30，認為：「卦變是漢人及宋人

發明創造的。」31對卦變理論持完全否認之態度。梁韋弦〈「卦氣」解《易》匡謬〉
32認為：「《周易》本經製作時並沒有卦氣思想包含其中。」33也因此卦氣說用以解

經僅是後人的有意附會，然即便兩人之說為是，卦變仍為研究漢代至宋代易學中，

無法逃避之重要說法，因此，若僅以其文所認為之卦變為錯誤理解《周易》經傳

之觀點觀察前儒之易學，則難以完全掌握前儒之易學體系，反而將陷入今是昔非

的思維誤區，是以，在探究前儒之易學時，應首先接受卦變理論，方可在此基礎

上討論此理論內部之變化。 
在搜羅前人有關卦變理論之研究時，可以發現目前有與本研究預計之寫作方

向略同，試圖藉時代貫串以討論卦變理論之著作，如： 
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34，認為以升降為

主要原則之卦變理論，以吳澄為 完備，並且略述荀爽、虞翻、李之才、朱熹之

理論內容以及優缺之處。 
郭彧〈卦變說探微〉35一文，則敘述虞翻、李之才、朱熹以及邵雍（1011-1077）

四人之卦變理論，其中認為邵雍之〈先天圖〉為卦變理論，但實際觀察〈先天圖〉，

並非討論卦變，反為討論六十四卦之陰陽循環，並未討論卦與卦之間如何變動生

化，因此後文不將邵雍之說列為卦變之一。 
謝綉治〈魏晉卦變說析論〉36一文，主要講述荀爽、虞翻、姚信、蜀才四人之

卦變理論之架構、特色以及缺失等部分， 後認為虞翻、姚信、蜀才等人之卦變

理論，因為必須注解經文，所以會出現違例的部分。 
葉飛舟《卦變攷》37一文，敘述虞翻、李挺之、朱震、程頤、蘇軾、朱熹、俞

琰（1253？-1314？）、來知德、吳澄、毛奇齡之卦變理論特色及得失，考證及辨析

極為詳實，然其於朱熹之卦變理論處，認為：「朱子《本義》用卦變例，均與〈卦

變圖〉卦變路逕相合。」38此顯示葉氏認為朱熹之〈卦變圖〉與《周易本義》之注

文相合，其說與王風：〈論《本義》注文與卷首《卦變圖》之相合〉39之說類同，

然本研究以為王風之說仍有可修正之處，詳見後文討論朱熹理論處。 
王天彤《魏晉易學研究》40一文，講述三國時期以及魏晉兩代之易學發展，並

講述姚信易注特色等部分41，然而因其文主要著重於該時段之易學發展，並未側重

                                                 
30 呂紹綱：〈略說卦變〉，《中國文化月刊》第 192 期（1985 年 10 月），頁 2-17。 
31 呂紹綱：〈略說卦變〉，頁 17。 
32 梁韋弦：〈「卦氣」解《易》匡謬〉，《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 6 期（2006 年 11 月），頁 1-3。 
33 梁韋弦：〈「卦氣」解《易》匡謬〉，頁 3。 
34 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七期（2000

年 9 月），頁 467-492。 
35 郭彧：〈卦變說探微〉，《周易研究》1998 年第 1 期（1998 年 2 月），頁 9-20。 
36 謝綉治：〈魏晉卦變說析論〉，《嘉南學報》第三十四期（2008 年 12 月），頁 515-531。 
37 葉飛舟：《卦變攷》（福州市：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7 年）。 
38 葉飛舟：《卦變攷》，頁 175。 
39 王風：〈論《本義》注文與卷首《卦變圖》之相合〉，《周易研究》第 64 期（2004 年 4 月），頁

19-28。 
40 王天彤：《魏晉易學研究》（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7 年）。 
41 王天彤：《魏晉易學研究》，頁 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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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一理論之發展，予人片斷之感。 
由上述學者著作，略可看出前賢於討論卦變理論時，仍以討論荀爽、虞翻之

說為 多，此雖有探明卦變理論源流之功，但或因此類著作多為單篇性之論文，

對於卦變理論於提出以後，後世易學家說法之間的變化、註解側重部分之轉向等

問題則略有闕如之憾，也因此後文擬探明各易家之間卦變理論之繼承、異同之問

題。 
檢視前人研究之文獻，亦可發現有針對單個或單一時代易學家之卦變理論，

做深入討論之著作，如： 
王棋〈荀爽易學卦變說初探〉42一文，認為荀爽之卦變理論包含升降說、〈乾〉

〈坤〉生六子卦兩種，但荀爽之卦變，尚應包括京房（77 B.C.- 37B.C.）之八宮世

應說，此為其文並未述及之部分。 
張濤〈略論荀爽易學〉43一文，試圖闡述荀爽陽升陰降說以及以此而產生的卦

變理論，其背後的思想以及意義，此對理解荀爽易學思想有不小的助益，然此文

由於著重於討論荀爽易學背後之思想，因此對於荀氏卦變理論並未有太多發揮。 
余敦康〈荀爽的易學〉44一文，主要講述荀氏對當時象數易學之突破與嘗試，

而在觀察荀爽之注文後發現，荀爽之注文，其實是有自我矛盾的現象，也就是荀

爽對象數易學的改造其實並未竟其全功，然而荀氏對象數易的改造，卻也下啟王

弼以義理解經的開端，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秦潔《交易與升降：荀氏象數易例覆議》45一文，對荀爽易學做整體性之討論，

對荀爽卦變理論中變例之卦，有較為不同之看法，其言： 

〈蒙〉卦言〈艮〉變為〈坎〉卦，〈屯〉、〈豐〉卦中言〈坎〉卦變為〈震〉

卦。由〈艮〉而〈坎〉，進而〈震〉，這正是由「少」至「中」，再至「長」

的順序。馬王堆帛書卦序即由少至長，互卦排列；而京房納甲時也由少至

長排列，顯然由少至長，有久遠的易學傳統。46 

可看出秦氏認為荀爽卦變理論中的某些特例卦，其規則並非由普通的升降說而來，

而是由類似於說卦傳中說明六子卦尊卑之說法而來，然而細究之，此說法實非六

子卦，後文討論宋人李之才處，亦提及類似之說法，故容後再敘。 
王棋《荀爽易學研究》47一文，對於荀爽之卦變理論，有不少發揮，後文論及

荀爽卦變理論處，不敢言超越或更深之發揮，但後文試圖以卦變理論本身來看待

不同易學家之發揮，或可有不同之闡發。 
綜觀前述所列之著作，可以發現目前對荀爽之討論，多側重於荀爽升降說的

發揮，然如王棋〈荀爽易學卦變說初探〉一文，後文不甚同意其文認為之〈乾〉〈坤〉

生六子卦的卦變系統，概因王氏認為之〈乾〉〈坤〉生六子卦的卦變系統，主要由

〈屯〉卦自〈坎〉卦來以及〈蒙〉卦自〈艮〉卦來，對此說法，後文以為此當是

                                                 
42 王棋：〈荀爽易學卦變說初探〉，《蘭州學刊》（2013 年第 9 期），頁 13-19。 
43 張濤：〈略論荀爽易學〉，《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9 卷第 3 期（1999 年 5 月），頁

71-75。 
44 余敦康：〈荀爽的易學〉，《哲學與文化》第 14 卷第 4 期（1992 年 4 月），頁 333-343。 
45 秦潔：《交易與升降：荀氏象數易例覆議》（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15 年）。 
46 秦潔：《交易與升降：荀氏象數易例覆議》，頁 27。 
47 王棋：《荀爽易學研究》（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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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卦變為連續生卦，而荀氏並未以該組之起始卦註解，而荀氏有時不以消息卦為

生卦來源則是可見及的，因此產生自六子卦來之誤解，詳見後文討論荀爽卦變處。 
張濤〈略論虞翻易學〉48一文，綜論虞翻易學中較著名的理論，如：卦變、納

甲、旁通、卦氣等，然而對於虞翻理論中的特例之卦，如不從辟卦而來，反而使

用〈坎、〈晉〉、〈艮〉卦作為生卦來源的卦，其解釋僅為：「〈坎〉、〈晉〉、〈艮〉三

卦來自〈臨〉、〈觀〉，所以從根本上說，這四卦（〈屯〉、〈頤〉、〈蒙〉、〈小過〉）也

來自〈臨〉、〈觀〉。」49對此，後文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王新春〈陰陽之道視域下的虞翻易學〉50一文，主要探討虞翻易學中納甲、旁

通之思想上的意義，對於卦變理論則較少提及，該文認為四正卦有時間遞嬗的代

表性，然而本文認為四正卦或許在卦變理論中有著實際之功用。 
李利〈虞翻「卦變」說、「成既濟定」說管窺〉51一文，雖然提及虞翻之卦變

說，然其文篇幅過短，有尚未說盡之虞，在虞翻變例或違例處，後文提出以四正

卦作為輔助生化他卦之功用，詳見後說。 
王新春〈虞翻易學十二消息說語境下的宇宙大化〉52一文，討論十二消息卦於

虞翻易學中之地位，其言：「在十二個月各月陰陽二氣消長盈虛所成的顯與隱兩種

共時性格局與態勢下，陰陽雙方皆在該顯隱格局與態勢中，保持與大宇宙原本的

陰陽雙方同樣的量的均衡。」53論證十二消息卦在排列以及順序上，藉由陰陽爻顯

隱皆保持為六個的狀態，表現一年之中，陰陽二氣的消長變化，而此變化亦與宇

宙的平衡有關，由此，十二消息卦的重要性又更加強，因此，建基於十二消息卦

之上的虞翻卦變理論，其重要性與其在虞翻易學體系中之地位可見一斑。 
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為中心的展開》54一文，認為虞

翻之易學體系，可以藉卦變與旁通兩種說法建立縱橫關係，其言曰： 

以「卦變」及「旁通」分別作為一卦之「縱軸」與「橫軸」，再由這兩個主

軸向外延伸，探討卦與卦之間的變化關係。55 

此說法較為少見，如前引之期刊論文，大多將卦變與旁通兩種理論分開討論，

言卦變者多專言卦變，可見楊氏此文對虞翻易學體系的看法，確有新的發揮與開

展。 
黃嘉琳《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56一文，則出現將黃宗羲所整理之虞翻〈卦

變圖〉，誤認為虞翻本來之說法的情況。關於黃宗羲所整理虞翻卦變理論之優點與

缺失，後文有較為詳細之敘述。 

                                                 
48 張濤：〈略論虞翻易學〉，《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267 期（2016 年 7 月），

頁 100-107。 
49 張濤：〈略論虞翻易學〉，頁 101。 
50 王新春：〈陰陽之道視域下的虞翻易學〉，《周易研究》2016 年第 5 期（2016 年 9 月），頁 5-18。 
51 李利：〈虞翻「卦變」說、「成既濟定」說管窺〉，《中華文化論壇》2011 年第 6 期，頁 109-114。 
52 王新春：〈虞翻易學十二消息說語境下的宇宙大化〉，《中國哲學史》2011 年第 2 期，頁 96-102。 
53 王新春：〈虞翻易學十二消息說語境下的宇宙大化〉，頁 99。 
54 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為中心的展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55 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為中心的展開》，頁 129。 
56 黃嘉琳：《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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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婉利《虞翻易學思想研究》57一文，亦將黃宗羲所整理之虞翻〈卦變圖〉，

誤認為虞翻本來之說法，顯示後世多有將黃宗羲所整理之卦變圖誤讀者，關於黃

宗羲所整理虞翻卦變理論之優缺處，後文將敘之。 
綜觀前賢對虞翻卦變理論之著作與討論，大略可以發現有將黃宗羲所整理之

〈卦變圖〉，誤認為虞翻原意之誤，後文比對黃宗羲、錢大昕、高懷民三位學者所

整理之虞翻卦變注文，發現三者所整理之注文出入不小，而檢視李鼎祚周易集解

後發現高懷民所整理之注文，完全依照李鼎祚之原文，也因此較無黃氏與錢氏雜

揉己意之失。 
林忠軍〈陸績易學思想研究〉58一文，討論陸績（188-219）59易學體系的重要

說法，如：八宮說、飛伏說、卦主說等，未提及卦變說之原因，後文將敘述之。 
姜喜任《陸績易學思想研究》60一文，同樣未敘及陸績之卦變理論，後文將對

此一現象做討論及梳理。 
觀察前人對陸績易學之討論，皆未述及陸氏之卦變理論，後文發現陸氏似未

提出或使用卦變理論註解周易經傳，而關於陸氏卦變理論之有無，容後文再敘之。 
唐明邦〈范長生的易學思想〉61一文，略述蜀才之生平，並且考察蜀才之易學

思想、特色等，認為蜀才「為一位知名道教易學家。」62然其篇幅略嫌短小，對於

蜀才卦變理論之介紹亦較少，後文對蜀才與虞翻兩人卦變理論之繼承與異同有較

詳細之討論。 
程元敏〈蜀才及其易注〉63一文，考證蜀才原名范寂，范長生為蜀人尊稱，考

證極為詳細，後又討論蜀才之易注輯本，並由其注所用之文字、聲韻等方向，考

論其學派淵源，又由蜀才卦變理論，論證蜀才之理論大多源自虞翻，少部分來自

荀爽， 後敘述蜀才易學思想，認為蜀才與王弼： 

王氏注《老》及《易》，欲盡掃象數易學，又援《老》入《易》，蜀才雖亦

兩玄兼注，但篤信象數，《易》注絕不及《道德經》一字，是前者為魏晉玄

理易學，後者則仍是漢易支流餘裔也。64 

由引文可知程氏認為蜀才之易學思想，並無受到道家思想影響，仍屬於漢易之列，

                                                 
57 廖婉利：《虞翻易學思想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58 林忠軍：〈陸績象數易學述評〉，《周易研究》1996 年第 1 期（1996 年 2 月），頁 10-17。 
59 《三國志集解》並未註明陸績之生卒年時代。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作西元188-219，

頁 70。徐芹庭：《易學源流》（臺北：國立編譯館，1987 年），頁 452。亦作西元 188-219。《三

國志集解．吳書》：「（陸績）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

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

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

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未註明版本），卷 57，頁

1089。徐芹庭《易學源流》：「年三十二時，建安二十四年（己亥）也（西元 219 年），至晉武

帝太康元年（庚子）（西元 280 年）滅吳，天下一統，恰好六十年整。」徐芹庭：《易學源流》，

頁 452。是知學者咸以其生前之預言作為其生卒年之資料。推導之生卒年亦與袁術（155-199）

重合，可知此回推應有一定之正確性。 
60 姜喜任：《陸績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13 年）。 
61 唐明邦：〈范長生的易學思想〉，《宗教學研究》2001 年 4 期，頁 9-13、40。 
62 唐明邦：〈范長生的易學思想〉，頁 13。 
63 程元敏：〈蜀才及其易注〉，《臺大中文學報》第 2 期（1988 年 11 月），頁 113-134。 
64 程元敏：〈蜀才及其易注〉，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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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引唐明邦〈范長生的易學思想〉一文中所言不同，而檢閱蜀才之易注後，發

現蜀才確未引道家思想進入其著作中，因此程元敏對蜀才之判斷應是正確的。 
觀察前人對蜀才之研究與討論，似未集中於其卦變理論，而著重於分析、考

察其易學系統、生平等部分，然而也因前人對其生平之研究，後文可在此基礎上

繼續挖掘蜀才易學思想之其他部分。 
楊自平〈南北朝周宏正與盧氏《易》學析論〉65一文，藉由比較南朝周宏正

（469-574）以及北朝盧氏（景裕）（？-？）兩人易學的特色、思想等方面，論說

詳實，然因盧氏以卦變注經處過少，故楊氏此文亦無法有更多的發揮，為可惜之

處。 
張勇《南北朝《周易》學研究》66一文，討論南北朝時期易學之異同，並於盧

氏處討論其卦變理論67，雖未提出新的論點，但對認識盧氏易注有一定的貢獻。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68一文，於論述南北朝經學發展的同時，略述盧氏之

易注69，然因其文主要為論述南北朝之經學，對盧氏之易注僅略述其特色，並未更

加細緻地分析。 
觀察前人對於盧氏卦變說之著作，僅討論其卦變之說法，未見及與前人之比

較，後文討論盧氏卦變理論處，對盧氏與前儒之說法比較異同之處，詳見後文討

論盧氏之章節。 
陳旭東《唐代易學著述考論》70一文，考述侯果（？-？）生平事蹟及其易學

思想，認為侯氏參雜義理與象數，然其文並非專述侯氏之卦變理論，較無法看出

卦變理論自虞翻至侯果之間，有何變化、異同，對此，後文有較為詳細之敘述。 
觀察前人對侯果卦變理論之討論與研究，可發現目前討論卦變理論之著作的

不足處，即以易學史之觀點切入，探討某個時代之易學發展，將卦變理論置於附

屬地位，然如前文引黃宗羲所言：「顧《易》中一大節目也。」可見卦變理論應為

易學中頗具地位之理論，也因此本研究改變前人將卦變理論置為附屬地位之撰寫

方式，以卦變理論為主軸，討論其內部之異同。 
陳睿宏〈《周易圖》圖式所見之卦變思想析論〉71一文，討論《周易圖》一書

中所收錄易圖之要旨、特色等，其中〈李氏六卦生六十四卦圖〉，便是後文所述李

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陳睿宏言： 

《周易圖》與《大易象數鈎深圖》所輯此李氏卦變之說，與朱震《漢上易

傳．卦圖》所示圖說，雖圖式呈現之方式稍異，然內容要旨完全相同。72 

可知兩者構圖之思想、原則上，是相同的，而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之內容、

卦變方式等部分，後文亦將有較詳細之分析。 

                                                 
65 楊自平：〈南北朝周宏正與盧氏《易》學析論〉，《當代儒學研究》第十三期（2012 年 12 月），頁

79-117。 
66 張勇：《南北朝《周易》學研究》（西安市：西北大學中國思想史碩士論文，2005 年）。 
67 張勇：《南北朝《周易》學研究》，頁 41-43。 
68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06 年）。 
69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頁 235-238。 
70 陳旭東：《唐代易學著述考證》（福州市：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2 年）。 
71 陳睿宏：〈《周易圖》圖式所見之卦變思想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 28 期（2017 年 12 月），頁

201-246。 
72 陳睿宏：〈《周易圖》圖式所見之卦變思想析論〉，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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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睿宏此文亦論及李之才〈變卦反對圖〉之思想及特色等部分，《周易圖》一

書則將之命名為〈序卦圖〉，然而觀察陳睿宏此文，由於分析範圍為《周易圖》全

書，故而各個圖式之討論分量則略少，而觀察其對〈六十四卦相生圖〉以及〈變

卦反對圖〉的分析，本研究以為陳氏之分析屬於討論該圖式之體例，對於其背後

蘊藏之易學思想則尚有再深入探討的空間。 
觀察前人對李之才之討論，可發現討論李氏卦變理論之著作仍少，如陳睿宏

〈《周易圖》圖式所見之卦變思想析論〉一文，對李氏之卦變說之討論尚屬分析整

理其圖之體例層面，後文對李氏卦變說之立論基礎、與前人異同處則有較多之分

析、討論，詳見後文討論李之才之章節。 
唐琳〈朱震卦變思想解析〉73一文，討論朱震對卦變之看法及其卦變說之概況，

後認為朱震之卦變思想，混雜多種理論，導致非常龐雜且不清晰。 
曾復祺《朱震易學之研究》74一文，認為朱震之卦變有六種類型，本文則以為

朱震之卦變理論試圖將虞翻與李之才之說法融合，然而並不成功，後文將敘之。 
觀察前人對朱震卦變理論之討論，可以發現前人普遍認為朱震之卦變理論與

其之前之易學家相比，有著較為複雜的系統，對於此現象之成因，後文以為乃因

朱震認為李之才之說為繼承虞翻而來，故大量使用以註解虞翻之說，然而李氏之

說實未完全吻合虞翻說法，故而造成理論上之不吻合與混雜。相關之討論，詳見

後文討論朱震理論處。 
康全誠〈程頤《易》學思想析論〉75一文，認為程頤（1033-1107）之易學主

要在於「因象明理，以理解《易》。」76然而其文主要討論程氏義理之說，對於程

頤卦變理論之梗概則無討論，是為可惜之處。 
杜保瑞〈程頤易學進路的形上思想與功夫理論〉77一文，論及程頤易學中的哲

學層面，以哲學之角度審視程頤之易學，使讀者對程氏易學之思想有更為透徹之

理解。 
花崎隆一郎〈易程傳卦變說札記〉78一文，全以日文寫就，未見中譯本，是以

後文僅能以其文所附之說明圖嘗試解讀，解讀後發現山崎氏此文，將程頤以乾坤

為主體之卦變說闡釋清楚，而深入思考後，發現以附圖所載之卦變方法，應可判

斷朱熹對程頤卦變理論有錯誤之看法。 
黃忠天〈論《伊川易傳》的價值與得失〉79一文，闡述伊川易傳之價值與得失，

對於解讀、掌握伊川易傳有極大之價值。 
毛炳生《程頤易傳探微》80一文，全文並未論及程頤卦變之說法，其於文中專

列《程傳》「不及象數」辨一節81，可看出對程頤易傳中象數相關之說法並不漠視，

                                                 
73 唐琳：〈朱震卦變思想解析〉，《周易研究》2006 年第 3 期（2006 年 6 月），頁 36-41、72。 
74 曾復祺：《朱震易學之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5 康全誠：〈程頤《易》學思想析論〉，《遠東通識學報》第二卷第一期（2008 年 1 月），頁 59-72。 
76 康全誠：〈程頤《易》學思想析論〉，頁 62。 
77 杜保瑞：〈程頤易學進路的形上思想與功夫理論〉，《哲學與文化》31 卷第 10 期（2004 年 10 月），

頁 109-136。 
78（日）花崎隆一郎：〈易程傳卦變說札記〉，收於朱柏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四輯（北京：

華夏出版社，1998 年），頁 167-186。 
79 黃忠天：〈論《伊川易傳》的價值與得失〉，《文與哲》第三期（2003 年 12 月），頁 247-265。 
80 毛炳生：《程頤易傳探微》（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 7 月）。 
81 毛炳生：《程頤易傳探微》，頁 14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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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並未更深入地探討，有可惜之處。 
薛名傑《程頤易學之研究》82一文，認為程頤論成卦之體（即各個卦之來源以

及如何形成，程頤之卦變理論亦被包含於其中）有六種，其中取「二體及二爻交

變」83即為後文所論述之程頤卦變理論，然而此文並未更加詳細的討論關於程頤卦

變理論之內涵、特色等面向，為可惜之處。 
周芳敏《王弼及程頤易學思想之比較研究》84一文，對程頤之易學思想做出頗

多發揮，對於程頤卦變理論之解讀有極大之助益，因程頤之卦變理論，並不單純

是偏象數之學說，更是加入了其義理方面的思想，也因此，與解讀程頤之卦變說

法，必須對其義理方面之說法有一定程度之掌握，此文對此方面有極大的幫助。 
觀察前人對於程頤易學之討論，多集中於其易學思想中義理乃至於哲思之方

面，但程頤之易學，實仍有少部分象數易學之遺緒，而觀察前列之著作，多未述

及此部分。本文以為程頤雖反對十辟卦藉爻位升降以生化五十二卦之說法，但在

註解部分卦時，仍以其自行提出之卦變方法註解，而程頤為宋代義理易學大家，

其易學體系中有關卦變之部分自有討論之重要性。 
鄧秀梅〈《東坡易傳》特色舉要〉85一文，總論《東坡易傳》一書之特色，然

細觀之後發現，作者多著墨於《東坡易傳》之哲學觀點，試圖以義理之層面敘述

《東坡易傳》解易之特色、內涵，也因此《東坡易傳》中有關卦變之部分則付之

闕如，後文則較著重於《東坡易傳》中關於卦變之討論。 
鄧秀梅〈《東坡易傳》釋易方法與義理分析〉86一文，著重於《東坡易傳》中

易學之觀點以及解易之方法，卦變對於解易應有一定之重要性，但此文並未述及

此，仍以探討《東坡易傳》之易學思想為主，是其可惜之處。 
楊自平〈論蘇軾《易》與王弼《易》、伊川《易》之異同〉87一文，雖論及蘇

軾與程頤兩人討論卦變理論之文字，但並未更深入地敘述兩人理論之差異，而將

重點置於蘇、王、程三人之卦主說，本文則對程、蘇兩人卦變之梗概有較為詳盡

之討論。 
謝建忠〈蘇軾《東坡易傳》考論〉88一文，考論《東坡易傳》一書，究竟是三

蘇之何者寫就、佔多少比例、全書寫就時間，並有對其解易思想之粗略介紹，篇

幅雖短小，但考據頗為詳實，對初接觸《東坡易傳》者可謂幫助極大。 
邢春華《蘇軾易學研究》89一文，主要探討蘇軾義理易學之部分，未對其卦變

說做出討論，是為該文較可惜之處。 
劉興明《《東坡易傳》易學思想研究》90一文，並未敘及蘇軾之卦變說法，將

篇幅集中於《東坡易傳》之哲學層面，本文將對其文未論及之蘇軾卦變說做出較

                                                 
82 薛名傑：《程頤易學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3 年 6 月）。 
83 薛名傑：《程頤易學之研究》，頁 45。 
84 周芳敏：《王弼及程頤易學思想之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 年）。 
85 鄧秀梅：〈《東坡易傳》特色舉要〉，《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2 期（2013 年 9 月），頁 1-20。 
86 鄧秀梅：〈《東坡易傳》釋易方法與義理分析〉，《東海中文學報》第 24 期（2012 年 7 月），頁 115-146。 
87 楊自平：〈論蘇軾《易》與王弼《易》、伊川《易》之異同〉，《中國學術年刊》第三十八期（2016

年 3 月），頁 1-26。 
88 謝建忠：〈蘇軾《東坡易傳》考論〉，《文學遺產》2000 年第六期，頁 30-36、142-143。 
89 邢春華：《蘇軾易學研究》（福州市：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 
90 劉興明：《《東坡易傳》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哲學碩士論文，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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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之討論。 
楊子萱《《東坡易傳》研究》91一文，主要論述蘇軾易學中義理、思想方面，

對於象數學方面，幾未述及，其認為：「漢代易學家為解決爻象問題，他們採用卦

變、互體、飛伏之說……蘇軾的象數學比較樸素，他沒有採用這些。」92然而蘇軾

並非不言卦變，而是注經時並未採用，本文將對蘇軾之卦變說法有較詳細之討論。 
觀察前人對蘇軾（1037-1101）之研究與討論，皆著重於蘇軾易學中思想、哲

學之面向，對蘇軾易學之象數部分則鮮及，本研究以為頗有可惜之處。基於此，

後文討論蘇軾之章節將對其說法與程頤之說法做異同比較，並說明兩人說法之優

劣。 
烏恩溥〈《上下經卦變歌》評述〉93一文，對《周易本義》卷首之卦變歌做分

析， 後認為朱熹卦變理論有明顯的缺陷，於實際使用時會出現困難以及疑惑。 
林文彬：〈朱子《易學啟蒙》初探〉94一文，討論朱熹《易學啟蒙》之內容，

並對其中〈考變占〉一節做出辯證，對後文論及朱熹〈變占圖〉被後人誤認為〈卦

變圖〉之討論，有釐清之功。 
曾春海〈對比朱熹與伊川的易學〉95一文，主要以易學思想的角度討論朱熹與

程頤之易學，對於把握兩人之差異，以及分析二人卦變理論有一定之幫助。 
高志成〈朱子《易》學之「卦變」說析論〉96一文，認為： 

朱子於《本義》前有〈卦變圖〉，暢談「某卦自某卦來」，在《本義》十九

卦說「卦變」者，除了〈訟〉、〈晉〉二卦還合乎朱子自設體例外，其他十

七卦，卻未按照〈卦變圖〉來演化。97 

然而實際觀察後，發現其實不然，概因朱熹〈卦變圖〉皆有二起始卦，如三陰三

陽卦有自〈泰〉卦起始以及〈否〉卦起始兩種，而《周易本義》論卦變之十九卦

與《周易本義》卷首〈卦變圖〉之相合問題，後文將分析之。 
江弘毅《朱子易學研究》98一文，認為：「今考此十九卦（《周易本義》注文言

卦變者），惟〈訟〉、〈晉〉二卦勉強合乎〈卦變圖〉。」99、「足見朱子《本義》所

言卦變，非取材於〈卦變圖〉可知矣。」100認為《周易本義》卷首之〈卦變圖〉，

非朱熹所做，對朱熹之卦變理論持質疑之態度 

簡義銓《《周易本義》象數義理探微——以朱熹哲學思想為基礎研究》101一文，

                                                 
91 楊子萱：《《東坡易傳》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92 楊子萱：《《東坡易傳》研究》，頁 85。 
93 烏恩溥：〈《上下經卦變歌》評述〉，《周易研究》1996 年第 2 期（1996 年 5 月），頁 10-16。 
94 林文彬：〈朱子《易學啟蒙》初探〉，《興大中文學報》第 9 期（1996 年 1 月），頁 244-245。 
95 曾春海：〈對比朱熹與伊川的易學〉，《哲學與文化》第 30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頁 115-134。 
96 高志成：〈朱子《易》學之「卦變」說析論〉，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第二屆青年經學

論文發表會，2006 年 12 月，本文未取得當時之會議論文集，幸蒙高志成先生提供電子檔案，

後文頁碼以電子檔之頁碼為準。 
97 高志成：〈朱子《易》學之「卦變」說析論〉，頁 14。 
98 江弘毅：《朱子易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 
99 江弘毅：《朱子易學研究》，頁 65。 
100 江弘毅：《朱子易學研究》，頁 65。 
101 簡義銓：《《周易本義》象數義理探微——以朱熹哲學思想為基礎研究》（彰化：明道大學國學研

究所易經組碩士論文，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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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對朱熹之卦變理論有太多發揮，僅作一簡單介紹而已。 
陳佳旺《朱子之象數易學觀研究》102一文，主要探討者為《周易本義》卷首

所附之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圖等，通篇檢閱其文，未見及討論朱熹卦變理

論者。 
柯佩杏《朱熹易學研究》103一文，主要著重於朱熹義理易學之面向，對於卦

變理論則未論及。 
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104一文，雖論及卦變，然而誤將解釋實際占筮

時動爻之〈變占圖〉做為卦變理論之一環討論。本文對此有較為詳細之分析討論。 
周欣婷《朱熹《易》學研究——尊經與崇理的交融》105一文，認為朱熹之〈卦

變圖〉分為兩種，一為《周易本義》卷前所附；一為《易學啟蒙》書中所附。然

而其所認為之兩種〈卦變圖〉，其實用途並不甚相同，其背後所含之易學思想亦不

同，後文亦將一併討論分析。 
觀察前人對於朱熹之研究與討論，可以發現對於朱熹之卦變理論，較未重視

或評其為非。本文則以為朱熹之卦變理論仍有其價值，並試對朱熹卦變理論作出

解釋以及考察其之特色，及其與前人異同。另一可觀察之部分有學者認為《易學

啟蒙》中所附之圖式為〈卦變圖〉之一種，然而本文考察後，發現兩者應為不同

功用之圖式，對此相關之討論，詳見後文討論朱熹之章節。 
孫劍秋〈俞琰易學思想探微〉106一文，將俞琰之易學分為義理、象數、道教

三個部分做討論，但象數部分並未論及卦變，主要以卦體、爻象之說為主要討論

範疇，對認識俞琰易學之其他面向有幫助。 
高新滿〈俞琰易學發微〉107一文，闡述俞琰易學中發程頤、朱熹所未發之義

理部分以及俞琰將道教思想帶入易學之部分，然並未述及俞琰有關象數學以及卦

變理論之部分，是其不足之處。 
楊自平〈從《周易集說》、《讀易舉要》論俞琰的《易》學觀及治《易》特色〉

108一文，論述俞琰對前人之評價、易學觀點以及俞琰以反對為主體之卦變說法，

論述極為清晰，使讀者對俞琰之卦變說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李攀《俞琰易學思想研究》109一文，論及俞琰之卦變理論處較短小，有未討

論分析清楚之感。後文對俞琰之卦變理論，有較為詳盡之分析討論。 
高新滿《俞琰易學研究》110一文，言及俞琰有使用卦氣說解經處，然而考察

俞琰著作，其並未將卦氣說發展為卦變理論，反而使用反對來做為其卦變理論之

主體，然而此文並未論及此，後文對俞琰之卦變理論有較為詳細之論述。 
林志孟《俞琰易學思想研究》111一文，論述俞氏之卦變說法，彼將《易外別

                                                 
102 陳佳旺：《朱子之象數易學觀研究》（桃園：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103 柯佩杏：《朱熹易學研究》（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104 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12 年）。 
105 周欣婷：《朱熹《易》學研究——尊經與崇理的交融》（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

論文，2015 年）。 
106 孫劍秋：〈俞琰易學思想探微〉，《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四期（2010 年 9 月），頁 339-364。 
107 高新滿：〈俞琰易學發微〉，《周易研究》2015 年第 5 期（2015 年 9 月），頁 63-69。 
108 楊自平：〈從《周易集說》、《讀易舉要》論俞琰的《易》學觀及治《易》特色〉，《政大中文學報》

第二十三期（2015 年 6 月），頁 103-130。 
109 李攀：《俞琰易學思想研究》（武漢市：武漢大學國學、經學博士論文，2016 年）。 
110 高新滿：《俞琰易學研究》（濟南市：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12 年）。 
111 林志孟：《俞琰易學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硏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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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中〈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目為俞氏之卦變說，然而觀察後可發現，此看法有

些問題，後文將敘之。 
林文鎮《俞琰生平與易學》112一文，雖將〈先天六十四卦直圖〉視為〈卦變

圖〉，然而觀察其全文，實未論及俞氏卦變，而在論及剛柔上下時，則言： 

玉吾以兩卦對取其義，發明〈彖傳〉剛柔上下、言來不言往之微意，……

足以破朱子及先儒以卦變釋剛柔上下、來往之謬。113 

可知林文鎮認為俞琰並未述及卦變，或者以其他方式論述卦變。後文對俞琰〈先

天六十四卦直圖〉將做出較深入的討論，以辨明其功用。 
觀察前人對俞琰之討論與研究，多針對其易學中丹道之部分做討論，較未對

俞琰用以取代卦變理論之說法有詳細討論，俞琰之剛來柔來上下圖，對於彖傳之

發明，與近人屈萬里類同，僅有少部分有差異，令人對其超前時代之學術眼光感

到讚嘆，而另一對俞琰之討論重點，為今人高懷民以俞琰〈先天六十四卦直圖〉

為繼承虞翻卦變理論之〈卦變圖〉。本研究對此觀點不甚認同，對此圖之解讀與論，

可於討論俞琰之章節見及。 
盧伶甄〈從孟喜十二消息卦析論卦變循環思想〉114一文，試圖以卦氣說之形

成、架構等方面解釋卦氣、十二辟卦、四正卦對卦變理論之影響，然而盧氏在文

末提出〈十二消息循環覆變圖〉115，將十二辟卦與反對相結合，認為此方式可將

升降說與反對兩種卦變理論的流派結合，但此二系統之結合，應該還有可供討論

之空間。 
若將前述所臚列之學術文獻，依討論之卦變方式做一整合，可以（表 1）表示： 

 
表 1：總論或多家一同論述著作整理表 

 
類別  作者及著作名 

期刊 

呂紹綱〈略說卦變〉 

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 

郭彧〈卦變說探微〉 

盧伶甄〈從孟喜十二消息卦析論卦變循環思想〉 

楊自平〈論蘇軾《易》與王弼《易》、伊川《易》之異同〉 

學位論文 

盧伶甄《《周易》卦變循環思想研究──以十二消息卦為核心》 

張勇《南北朝《周易》學研究》 

焦桂美《南北朝經學史》 

葉飛舟《卦變攷》 

陳旭東《唐代易學著述考論》 

*作者自行整理 
 

                                                 
112 林文鎮：《俞琰生平與易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113 林文鎮：《俞琰生平與易學》，頁 382。 
114 盧伶甄：〈從孟喜十二消息卦析論卦變循環思想〉，《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六期，2010 年 7 月，

頁 227-262。 
115 盧伶甄：〈從孟喜十二消息卦析論卦變循環思想〉，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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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討論升降說著作整理表 
 

討論之易學家  類別  作者及著作名 

荀爽 

期刊 

王棋〈荀爽易學卦變說初探〉 

張濤〈略論荀爽易學〉 

余敦康〈荀爽的易學〉 

學位論文 
秦潔《交易與升降：荀氏象數易例覆議》 

王棋《荀爽易學研究》 

虞翻 

期刊 

張濤〈略論虞翻易學〉 

王新春〈陰陽之道視域下的虞翻易學〉 

李利〈虞翻「卦變」說、「成既濟定」說管窺〉 

王新春〈虞翻易學十二消息說語境下的宇宙大化〉

學位論文 

黃嘉琳《虞翻易學的氣論思想研究》 

廖婉利《虞翻易學思想研究》 

楊淑瓊《虞翻《易》學研究——以卦變和旁通為

中心的展開》 

蜀才  期刊 
唐明邦〈范長生的易學思想〉 

程元敏〈蜀才及其易注〉 

盧景裕  期刊  楊自平〈南北朝周宏正與盧氏《易》學析論〉 

朱震 
期刊  唐琳〈朱震卦變思想解析〉 

學位論文  曾復祺《朱震易學之研究》 

朱熹 

期刊  烏恩溥〈《上下經卦變歌》評述〉 

學位論文 

江弘毅《朱子易學研究》 

簡義銓《《周易本義》象數義理探微——以朱熹哲

學思想為基礎研究》 

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 

周欣婷《朱熹《易》學研究——尊經與崇理的交

融》 

研討會論文  高志成〈朱子《易》學之「卦變」說析論〉 

*作者自行整理 
 

表 3：討論反對說著作整理表 
 

討論之易學家  類別  作者及著作名 

李之才  期刊 
陳睿宏〈《周易圖》圖式

所見之卦變思想析論〉 

俞琰 

期刊 

楊自平〈從《周易集說》、

《讀易舉要》論俞琰的

《易》學觀及治《易》特

色〉 

學位論文 
李攀《俞琰易學思想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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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孟《俞琰易學思想研

究》 

林文鎮《俞琰生平與易

學》 

*作者自行整理 
 

表 4：討論六子卦說著作整理表 
 

討論之易學家  類別  作者及著作名 

程頤 

期刊論文 
花崎隆一郎〈易程傳卦變

說札記〉 

學位論文 
薛名傑《程頤易學之研

究》 

*作者自行整理 
 
觀察（表 1、2、3、4），可發現目前討論漢代至南宋卦變理論者，仍以總論或多家

一同論述為多，仔細觀察後，又可發現此類著作又可分為對卦變的跨時性討論以

及僅將卦變作為討論的分枝，目前較為詳盡的對卦變做出討論者，僅有葉飛舟《卦

變攷》一文，對其之評論前文已述，不再贅述，其餘如呂紹綱〈略說卦變〉一文，

其實在於反對與否認卦變說之存在，實可不列入討論範圍，盧伶甄《《周易》卦變

循環思想研究──以十二消息卦為核心》、〈從孟喜十二消息卦析論卦變循環思想〉

兩篇，則以孟喜之卦氣說為基礎，討論卦變理論中，升降說之理論來源，雖未對

所有易家做出討論，但仍具有重要之意義。 
除去總論或多家一同論述之著作，專門討論各易學家卦變理論之著作，以荀

爽、虞翻、蜀才、朱熹為大宗，此四人之共同特點為其卦變說，皆以升降為原理，

也就是升降說仍為目前學界討論卦變之主要方向，雖然其餘如反對、六子卦之原

理亦有學者討論，但以著作量觀察，仍顯著地較升降說要少，顯見以反對或六子

卦為原理之卦變理論，仍有繼續挖掘之空間，綜觀前人對各易學家之討論與研究，

略有二部分可再討論，一者為大多探討各易學家之思想與義理面向，對卦變之部

分討論則較少；二者為跨時代專論卦變理論者幾無，因此本研究欲以跨時代、跨

易學家之方式對卦變理論做一較為全面性之分析與討論，期以補足學界在此方面

之不足。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一、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種方法： 
（一）文獻、文本分析法 

後文將討論各時代不同之易學家所提出之卦變理論，也因此本方法為討論不同易

學家之說法時 先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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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討論法 
搜羅並分析前述之文獻後，必然出現不同之說法，如：清儒張惠言認為荀爽與虞

翻提及卦變之卦相似處凡二十六，本文對此說法並非全然認同，故而後文對此有

所討論分析；清儒胡渭及今人高懷民認為南宋俞琰〈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為闡明

虞翻卦變理論之圖式，本研究對此亦並非全然認同，後文亦有討論分析。 
（三）比較法 

此方法主要用於比較兩個或數個易學家之理論異同之處，後文如：荀爽與虞翻理

論之相異處以及黃宗羲、錢大昕、高懷民對虞翻卦變理論之整理比較等，皆運用

此方法以討論其得失、異同之處。 
（四）綜合法 

此方法含括前三種方法，在分析、討論、比較後，試圖對本文論及的每個易學家

之理論，提出新的觀點或詮釋，例如：對虞翻之理論提出以四正卦作為其卦變理

論的補充、重新分析程頤之卦變理論，俾使其說能夠兼容於象數及義理。此方法

於各章結尾及結論處皆可見及。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屬於跨時代性之研究，主要討論漢代至南宋之間，對卦變理論有使用

或提出新說法之易學家，各自對卦變理論之使用有何異同、與前人相比又有何新

的巧思等方面，然則討論範圍何不擴及至明清乃至民國初年，關於此原因有二。 
一則荀爽、虞翻一系所主張之以爻位升降以生化他卦之卦變系統，其約莫至

宋代朱熹而蔚為大成，後世雖對朱熹之卦變理論多有批評非議，然而朱熹之卦變

理論，其避免荀爽、虞翻卦變說當中之特例、違例之處，將卦變理論推向完整之

方向，且朱熹之理論尚有無參雜其他系統之特點，即朱熹純以升降為說，與荀爽

參雜八宮世應說相比，顯得較為合理而無多系統之違和，觀察朱熹以後，如元代

吳澄之卦變理論，其說則雜揉升降與反對二種系統，與朱熹純以升降為說有頗大

之區別，而時代再往後之易學家，純以升降為說者幾無，而若同時討論多種系統

之卦變理論，則有複雜難明之可能，因此本研究暫以升降系統者為主體，討論以

升降系統為主之卦變理論，其內部之異同以及此異同所帶來之差異處為何等部

分。 
二則檢視文獻後，可以發現大約在朱熹以後，後世之易學家幾無對卦變理論

提出新的說法者，多轉為評論前人說法之得失，且元明清三代以來，評論者、觀

點過多且混雜，囿於篇幅，且本研究主要討論對象為卦變理論本身，非專門針對

後人對卦變理論之評論或看法，因此本研究將研究之時間範圍定為漢代至南宋，

主要為研究不同易學家對卦變理論提出之新觀點以及說法，藉以比較其間之異同，

觀察卦變理論之變化以及改變之方向等問題。 
 

第四節 研究進路及架構 

本文以卦變理論之流變為主要考察對象，由時代順序觀察荀爽、虞翻、陸績、

蜀才、姚信、盧氏、侯果、李之才、朱震、程頤、蘇軾、朱熹乃至俞琰等人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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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卦變理論，藉由觀察其理論之特色、原理以及實際註解經文的方式，檢視其

理論與前人之異同，以及其理論是否能夠自圓其說。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前人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卦變理論起源，主要觀察先秦典籍中，有關卦變理論之發端，接著討

論東漢荀爽對於卦變說提出重要的陽升陰降之說法，並對現存荀爽易注中有關卦

變之注文，分析其特色、理論來源等，以及對三國時代虞翻之卦變理論做出分析，

並試以本文自行提出之四正卦說，解釋虞翻卦變理論中違例、變例之卦， 後對

荀爽以及虞翻提及卦變之注文做比較，討論其異同。 
 
第三章三國至隋唐之卦變理論，本章討論虞翻以後至唐代之易學家所提出之

卦變理論，其中蜀才之部分以檢視其理論繼承、改造虞翻卦變理論之說法為主要

討論範圍，本章末整理虞翻、蜀才、姚信、盧氏、侯果提出之卦變內容，試觀察

卦變理論之演變。 
 
第四章北宋卦變理論，本章討論北宋時期四位易學家，其中略分為象數易學

以及義理易學討論，分別討論李之才、朱震之卦變理論，並發現朱震之卦變理論，

實由虞翻、李之才兩人之說法混合而成。程頤之卦變理論，經檢視後發現自朱熹

始，咸以錯誤之觀點看待之，重新分析後發現程頤之說法確有其正確、有效之處。

蘇軾之卦變說則未擴展至全經六十四卦之解釋，並且有其限制， 後比較程蘇二

人卦變說之異同處。 
 
第五章南宋卦變理論，本章討論朱熹與俞琰之卦變理論，其中朱熹之理論前

人對其多有非議，而今人王風則認為《周易本義》卷首之〈卦變圖〉，與書中注文

是完全相符的，但本文分析後的結果為：王氏之說法仍有可再行修正之處，因此

本文對其說將再行討論、分析，並試圖更進一步解釋朱熹卦變理論之精神。俞琰

對於卦變理論持反對態度，其以建基於〈彖傳〉傳文之〈剛來柔來上下圖〉，闡述

〈彖傳〉之傳文，以此辨明前人之卦變說法，而清儒胡渭、今人高懷民咸以俞琰

〈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為闡述虞翻卦變說之〈卦變圖〉，本文亦對此看法做出不同

角度之解讀。 
 
第六章結論，總結前文分析之結果，對東漢至南宋各易學家之卦變理論提出

一完整性敘述與總結，以此辨明卦變理論之發端、發展、流變等面向，俾使對此

理論能有一全面性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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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卦變理論起源 

卦變理論之起源，可由〈彖傳〉、〈繫辭傳〉、〈說卦傳〉等找到相關的文字紀

錄，而先秦時代《左傳》、《國語》中提及之筮例，亦有學者目之為卦變之一種。 
荀爽「陽升陰降」理論，乃為符合其「既濟定」之易學看法，「既濟定」之說

法主要認為〈既濟〉卦乃六爻皆得位、得正，因此認為諸卦爻應該試圖將各爻位

置轉變為初、三、五為陽爻、二、四、上為陰爻的模式，而「陽升陰降」則是達

成此一想法的模式，但若換個角度思考，若某卦的某個爻，位置調換後，其實就

轉變為另一個卦了，因此亦有學者認為荀爽為卦變理論之發端者1。 
荀爽之後，卦變說之正式提出者應為三國時期虞翻，虞翻之易學，有繼承荀

爽「陽升陰降」說者，而後其在荀爽之基礎上，再行開展出卦變理論，其卦變說

較荀爽不同之處為虞氏已提出一較為完整嚴密之理論，而僅有幾個特例之卦。 
 

第一節 卦變理論之始 

關於卦變理論之起源，張善文以為： 

當推溯至先秦時代的易筮實踐。《左傳》、《國語》所載諸多筮例中，往往有

「之卦」說；「之」之意為「變動」，及說明揲蓍時出現的各種卦變情狀。

至西漢焦延壽撰《易林》，以一卦變為六十四卦，共得四千零九十六卦，揭

示了以蓍卦為用的卦變體系。但這類「卦變」，尚屬演蓍揲過程自然產生的

帶有隨意性、概率性的卦爻變動現象；而著意開闢新徑，從《周易》「象數」

的內在變化規律挖掘「卦變」、「爻變」的，則以京房、荀爽較為突出，至

虞翻易學出，遂使「卦變」、「爻變」說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境地。2 

由上引文可知張氏認為卦變包含了由占筮產生的動爻，由此等動爻而產生了卦爻

變動，此種方法主要為《左傳》、《國語》所記載並使用，然而此種卦變之隨機性

過大，實無法以一較為固定的說法涵蓋之；另一種則是從京房、荀爽開始，試圖

藉由找出卦與卦之間的規律，來建構一套卦變理論。劉大鈞則以為： 

歷來治《易》者認為：在《周易》六十四卦中，卦與卦間往往有著某種變

化關聯。此一卦，是由彼一卦變化而來。這種卦與卦之間的變化關聯，被

稱之謂卦變。3 

由上文中可看出劉大鈞亦認為卦變為討論卦與卦之間的關聯性，這一看法與張善

文相同。劉氏又曰： 

                                                 
1 廖名春認為：「後世正是根據荀爽陰陽升降的學說，認為他是 早講卦變的人。」廖名春：《周易

研究史》（長沙市：湖南出版社，1991 年），頁 107。 
2 張善文：《象數與義理》（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26-127。 
3 劉大鈞：《周易概論》（濟南巿：齊魯書社，1988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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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春秋時代，由《左傳．莊公二十二年》所記筮例4看，已經使用互卦之

法，而基本成篇於戰國初期至中期的〈彖〉、〈說卦〉、〈繫辭〉等，對卦變

更有大量描述。像〈繫辭〉稱：「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

推而生變化。」……〈彖〉則進一步具體到每一卦中，講述戰國人的卦變

說。……但戰國時代的這些論述，都過於簡略。古人系統闡釋《周易》卦

變的資料，今存者始於東漢人荀爽、虞翻。故後人談卦變者，多源荀、虞。
5 

在這一則引文中，可看出劉大鈞與張善文相同，認為在卜筮中產生的卦爻變動也

可解釋為卦變，但以占筮過程而言，成為動爻之爻位乃是具隨機性的，如《焦氏

易林》一書，其每一卦可成六十四卦（64 的 2 次方，共 4096 種可能），可能性又

過多，無法作系統性的討論。 
實際觀察〈繫辭傳〉，又可發現〈繫辭傳〉對於卦變的敘述其實僅是原則性的

概述，如前文劉大鈞所引：「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6此一傳文其實僅帶出陰陽爻之移動而產生變化，並未實際指明卦變之梗概，〈說卦

傳〉： 

昔者聖人之作《易》也，幽贊於神明而生蓍，參天兩地而倚數，觀變於陰

陽而立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理於義，窮理盡性以至於命。
7 

此傳文亦僅是原則性的提及陰陽的變化，並未提及較為系統性的卦變說，因此難

以將之目為發端，至於〈彖傳〉中有關卦變之部分則較為明確，如：〈訟卦．彖傳〉

（䷅）：「剛來而得中也。」8被解讀為一外在之剛（應指陽爻）至〈訟〉卦之中位

（可能為九二也可能為九五），由此，後世之易學家便試圖找出或提出一理論解釋

外在之剛為何，或〈訟〉卦自某一卦轉變。由前述，後文討論卦變理論之發端者，

主要為二，一為《周易．彖傳》，二為荀爽之「陽升陰降」理論。 

〈彖傳〉中有提及爻位由外而來者有：〈訟〉（䷅）、〈隨〉（䷐）9、〈噬嗑〉（䷔）
10、〈賁〉（䷕）11、〈无妄〉（䷘）12、〈晉〉（䷢）13、〈渙〉（䷺）14等卦，其中提及的

                                                 
4 莊公二十二年筮例：「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

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

勘：《春秋左傳注疏．莊公二十二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據嘉慶二十年《江西南

昌府學重刊本》影印），卷 9，頁 163。 
5 劉大鈞：《周易概論》，頁 69-70。 
6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據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本》影印），卷 7，頁 145。 
7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9，頁 182-183。 
8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2，頁 33。 
9 〈隨．彖〉原文：「剛來而下柔。」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

易正義》，卷 3，頁 56。 
10 〈噬嗑．彖〉：「柔得中而上行」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

易正義》，卷 3，頁 61。 
11 〈賁．彖〉：「柔來而文剛」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

義》，卷 3，頁 62。 
12 〈无妄．彖〉：「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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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外而來之爻，大多為剛（陽爻），由〈彖傳〉之敘述可以得出一模糊的輪廓，即：

有幾個卦的某些爻是由卦外而來的，但綜觀整部〈彖傳〉，並沒有明確、詳細地說

明：為何以上談論的卦，其某些爻是由卦以外而來？ 
屈萬里認為： 

《易》始八卦，八八互重為六十四，其理至順，其事至簡。……六十四卦，

以反對為序，〈彖傳〉即以反對之義說之。15 

可看出屈氏認為〈彖傳〉是以反對之義講述卦義，也因此前文所引〈彖傳〉之文

以及產生之疑問：為何〈彖傳〉的某些卦，其某些爻是由卦以外而來？其實是因

卦的兩兩反對而來，如〈訟〉（䷅）卦九二即為〈需〉卦（䷄）九五爻而來。 
分析屈萬里之說，因反對而來的爻並不限定為陽爻，因此有陽有陰是可以確

定的，而觀察〈彖傳〉，亦確實如屈氏所言，以兩兩反對為呈現之形式。但如屈萬

里所言： 

〈彖〉〈象〉傳之述卦例也，或取諸反對，或取諸爻義，或取諸二體，或取

諸通體。……且亦未盡合於經文也。彼漢人象數之學，宋人圖書之說，……

姑無論其說之無驗於經文，即求之彖象傳，亦皆未合。16 

可由屈萬里之說法知道後世似將〈彖傳〉中往來、上下之文字，擴充解釋為升降、

卦變等理論，因此〈彖傳〉之說法，雖與後世所討論者不盡相同，但仍具有發端

的意義應無誤。 
若以較寬泛的定義來說明卦變，則前文所述之《左傳》、《國語》、《焦氏易林》、

京房八宮世應之法，皆可目之為卦變之一種，乃至孟喜卦氣說、與荀爽同時期之

鄭玄，又有爻辰之說，凡此種種，皆討論卦、爻之變化，可以寬泛的判定為卦變

之一，關於此，高懷民於《兩漢易學史》論及： 

「卦變」一詞，就字面上的意義看，凡是卦象所生的變化，都應如此稱呼。

那就不止是孟喜的十二月卦、焦延壽的變占、京房的八宮，連鄭玄的爻辰、

荀爽的升降，也都可以稱為卦變。可是，這樣就失之於太廣泛而無歸屬，

所以易家言卦變，限制了此名的含義，以「某卦從某卦變來」作解釋。17 

由引文可知高氏為免失之寬泛，導致討論無法進行，故對卦變理論之定義做出限

縮，此亦提供判斷某易學家是否於著作中討論或述及卦變說之標準，即該易學家

論及了「某卦從某卦變來」之時，即可據此判斷該著作為討論卦變理論者，本文

於荀爽始，皆以此標準判斷論述之易學著作是否提及、討論卦變理論。 

                                                                                                                                               
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3，頁 66。 

13 〈晉．彖〉：「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

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4，頁 87。 
14 〈渙．彖〉：「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6，頁 131。 
15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於《屈萬里先生全集》第八冊，卷上，頁 1。 
16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於《屈萬里先生全集》第八冊，卷上，頁 43。 
17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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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荀爽之卦變理論18 

至東漢，對卦變提出理論者為荀爽，其提出之升降說影響後世卦變說頗深，

後文將對其說做一解釋。 
荀爽，一名諝，字慈明，東漢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父淑，爽年十二，

能通《春秋》、《論語》，時人稱：「荀氏八龍，慈明無雙。」19著《禮》、《易傳》、《詩

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集漢事成敗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

《公羊問》及《辯讖》，并其它論敘，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缺。20今

存荀爽易注主要保存在李鼎祚《周易集解》21，而專門之輯佚，主要有馬國翰《玉

函山房輯佚書》，輯《周易荀氏注》三卷22。 
清儒張惠言（1761-1802）《周易鄭荀易．序》言： 

漢儒說易大恉，可見者三家，鄭氏（指鄭玄（127-200））、荀氏、虞氏，鄭

荀費氏易也，虞孟氏易也。鄭氏言禮，荀氏言升降，虞氏言消息。23 

此處張惠言認為荀爽易學主要建基於「升降說」，由上述兩引文，可知學者多認為

荀爽以「升降說」為主。 
惠棟言：「以陽在二者當上升〈坤〉五為君，陰在五者當降居〈乾〉二為臣。」

24，朱伯崑（1923-2007）於其著作中解釋： 

〈乾〉〈坤〉為基本卦，此兩卦爻位互易，即〈乾〉卦九二居于〈坤〉六五

爻位，〈坤〉卦六五居於〈乾〉卦九二爻位，便成為〈坎〉〈離〉兩卦，而

〈坎〉〈離〉兩卦又可合為〈既濟〉、〈未濟〉兩卦。25 

所謂〈乾〉、〈坤〉成〈坎〉、〈離〉兩卦，實際僅取爻位變化後的〈乾〉（䷀）卦上

卦變成的〈離〉（☲）以及〈坤〉（䷁）卦下卦變成的〈坎〉（☵），而此三畫的〈坎〉

卦、〈離〉卦又可以組成水火〈既濟〉（䷾）或火水〈未濟〉（䷿）兩卦。 
惠棟又言： 

蓋〈乾〉升〈坤〉為〈坎〉，〈坤〉降〈乾〉為〈離〉，成〈既濟〉，定則六

爻得位，〈繫辭〉所謂上下无常，剛柔相易。26 

                                                 
18 本節討論荀爽卦變理論之部分係依據王鉦傑：〈荀爽易學探討及其對卦變理論之影響〉，《輔大中

研所學刊》，第三十七期（2017 年 10 月），頁 1-25 再行刪改修訂而成。 
19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

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本》影印），冊 2，卷 62，頁 730。 
20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冊 2，卷 62，頁 733。 
21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 
22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據清同治十年濟南

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頁 117-148。 
23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26（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據上海圖書館藏，清．道光元年《合河康氏刻本》影印），頁 671。 
24 清．惠棟：〈荀慈明易〉，《易漢學》，卷 7，頁 105。 
25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北京市：崑崙出版社，2005 年）卷 1，頁 225。 
26 清．惠棟著：《易漢學．荀慈明易》，卷 7，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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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文可知自荀氏易將各卦陰陽爻上升或下降，使之朝〈既濟〉卦之卦畫的形式

轉變，之所以將〈既濟〉卦定為各卦之 終轉變目標，乃因〈既濟〉卦六爻皆得

位。 
〈繫辭傳〉：「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27荀爽注：「陽位成於五，

五為上中；陰位成於二，二為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矣。」28亦可以旁證惠棟之說

法，表示荀爽升降理論的目標，便是達成陽在五爻、陰在二爻，以此便達成得位、

得中的目標，那麼該卦便自然可以步於正途，不致有大的過錯。 
 

一、荀爽卦變理論之特色 

升降說之目標乃在於將各卦以既濟卦為目標轉變，由各卦之卦爻，應可略分

為一陰五陽、一陽五陰、二陰四陽、二陽四陰、三陰三陽五大類，（表 5）整理荀

爽易注中提及卦變之處： 
 

表 5：荀爽卦變整理表 
卦名  注文  備註 

〈屯〉卦（䷂）  此〈坎〉卦（䷜）也。  二陽四陰卦 

〈蒙〉卦（䷃）  此本〈艮〉卦（䷳）也。 二陽四陰卦 

〈謙〉卦（䷎）  〈乾〉來之〈坤〉。  一陽五陰卦 

〈賁〉卦（䷕） 

此本〈泰〉卦（䷊）。謂

陰從上來，居〈乾〉之中，

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

亨也。分〈乾〉之二，居

〈坤〉之上。 

三陰三陽卦 

〈蹇〉卦（䷦） 
〈升〉（䷭）二往居〈坤〉

五。 
二陽四陰卦 

〈解〉卦（䷧）  〈乾〉動之〈坤〉。  二陽四陰卦 

〈萃〉卦（䷬） 

此本〈否〉卦（䷋）。上

九陽爻，見滅遷移，以喻

夏桀殷紂。以上六陰爻代

之。 

二陽四陰卦 

〈升〉卦（䷭）  此本〈升〉卦也。29  二陽四陰卦 

〈井〉卦（䷯） 

此本〈泰〉卦（䷊）。陽

往居五，得〈坎〉為〈井〉；

陰來在下，亦為〈井〉。

三陰三陽卦 

                                                 
27 今本脫「易」字，然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3，頁 314。漢．荀爽注，清．馬國翰

輯：《周易荀氏注》，卷下，頁 141 均錄，尊重原文故增之。 
28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下，頁 141。 
29 注文中言：「自〈升〉卦來。」然而卦變應自另一卦而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亦作：「此

本〈升〉卦也。」茲錄而不論。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9，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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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  注文  備註 

〈訟〉卦（䷅）  陽來居二。30   

〈泰〉卦（䷊） 

〈坤〉氣上升，以成天

道。〈乾〉氣下降，以成

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

交，則為閉塞。今既相

交，乃通泰。 

三陰三陽卦 

〈咸〉卦（䷞） 

〈乾〉氣下終，始復升上

居四也。〈坤〉氣上終，

始復降下居初者也。 

三陰三陽卦 

〈大壯〉卦（䷡） 
〈乾〉剛震動，陽從下

升，陽氣大動，故壯也。
二陰四陽卦 

〈晉〉卦（䷢）  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 二陽四陰卦 

〈損〉卦（䷨）  損〈乾〉之三居上。 
三陰三陽卦 

 

〈困〉卦（䷮）  此本〈否〉卦。  三陰三陽卦 

〈旅〉卦（䷷） 
謂陰升居五，與陽通者

也。 
三陰三陽卦 

〈渙〉卦（䷺）  陽來居二，在〈坤〉之中。 三陰三陽卦 

〈既濟〉卦（䷾）  天地既交，陽升陰降。  三陰三陽卦 

〈未濟〉卦（䷿）  柔上居五，與陽合同。  三陰三陽卦 

*依據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

據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頁 117-148。整理而成。 
 

由（表 5），可看出： 
（一）各卦依陰陽爻數量分類。 

此可由〈屯〉、〈蒙〉以及這二卦的生卦來源〈坎〉、〈艮〉皆為二陽四陰卦；〈蹇〉

及其生卦來源〈升〉同為二陰四陽卦，〈賁〉、〈井〉以及這二卦的生卦來源〈泰〉、

〈否〉同為三陰三陽卦得出，可知荀爽在討論卦變時，應已對生卦來源以及所生

之卦以陰陽爻數量做分類。 
 

（二）以一或兩卦為始進行轉變。 
此可由〈賁〉、〈萃〉、〈井〉、〈泰〉、〈否〉這一組觀察得出，由注文中即可得知〈賁〉、

〈萃〉、〈井〉三個卦，由〈泰〉、〈否〉兩卦各自轉變而成。 
 

（三）轉變的方法基於升降說。 
此可由〈屯〉自〈坎〉卦變來，〈坎〉卦九二退為〈屯〉卦初九、〈艮〉卦九三退

為〈蒙〉卦九二、〈泰〉卦九二升為〈賁〉卦上九、〈升〉卦九二升為〈蹇〉卦九

五得出，可發現荀爽已將升降說作為其卦變理論之基礎。 
                                                 
30 自〈訟〉卦開始，為學者楊自平於其著作中所整理之卦，惟其文中僅列出卦名，整理時將《周

易集解》中之荀爽注一併列出，後文將一併予以討論。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

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7 期，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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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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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隨卦．彖傳〉（䷐），荀注：「〈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

〈巽〉，故大通。」35 
此條中可看出荀爽認為〈隨〉卦是由震宮本宮卦，經由世變之系統，轉變為〈隨〉

卦，接著，荀爽認為〈震〉歸從〈巽〉，應指上卦的〈震〉變為〈巽〉而言，雖然

張惠言亦不知荀氏何以認為「大通」36，但此應為一個不成熟的卦變系統，因其符

合卦變之由 A 卦變為 B 卦，並且因為這一轉變而對所變之卦產生吉凶上的判斷。 
 

（二）〈蠱卦．彖傳〉（䷑），荀注：「〈蠱〉者，〈巽〉也，〈巽〉（䷸）歸會〈震〉，

故元亨。」37 
此處與前文相同，上卦〈巽〉轉為〈震〉，荀氏認為兩者相會38而元亨，此處亦符

合前一例所述，故亦將其目為荀爽卦變理論之範疇。 
 

（三）〈恆卦．彖傳〉（䷟），荀注：「〈恆〉，〈震〉世也，〈巽〉來乘之，陰陽合

會，故通，无咎。」39 
 

（四）〈解卦．彖傳〉（䷧），荀注：「〈解〉者，〈震〉世也，仲春之月，草木萌

芽，雷以動之，雨以潤之。」40 
此卦中，荀爽以震宮本卦藉由世爻的變化後，上卦〈震〉與下卦〈坎〉解釋〈彖

傳〉。 
楊自平認為除升降、世應以外，荀爽卦變理論尚有「乾坤」、「六子」、「十二

辟」、《易林》之法41，其引焦循之說法云： 

荀爽謂：『〈屯〉本〈坎〉卦。』初六升二，九二降初；『〈蒙〉本〈艮〉卦。』

二進居三，三降居二，則本六子矣。『〈謙〉，〈乾〉來之〈坤〉』則謂〈乾〉

上之〈坤〉三；『〈解〉，〈乾〉動之〈坤〉』謂〈乾〉〈坤〉交通，動而成〈解〉，

則本於〈乾〉〈坤〉矣。『〈訟〉，陽來居二』則本〈遯〉；『〈旅〉，陰升居五』

則本〈否〉；『〈晉〉，陰進居五』則本〈觀〉；『〈損〉，〈乾〉之三居上』則本

〈泰〉，是又本十二辟矣。乃〈萃〉則云：『此本〈否〉卦，上九陽爻，見

滅遷移。』是則用《易林》之法，所謂〈否〉之〈萃〉矣。『〈隨〉為〈震〉

                                                                                                                                               
年 10 月），頁 18-19。 

35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26。 
36 原文：「其義參錯，不可得詳。」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4。 
37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26。 
38 觀察〈蠱〉卦與〈恆〉卦之例，可發現會之意義應為上下兩個三畫卦為陰陽相反之卦畫，如〈恆〉

卦上〈震〉下〈巽〉，而〈震〉、〈巽〉恰好為陰陽相對，〈蠱〉卦則下為〈巽〉，三、四、五三

個爻則為〈震〉，亦恰好陰陽相對，荀爽注中所謂的相會應指此。 
39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0。 
40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3。 
41 原文：「〈泰〉、〈否〉、〈大壯〉為消息卦，由〈乾〉、〈坤〉所變；〈損〉、〈井〉、〈既濟〉由〈泰〉

所變，〈咸〉、〈萃〉、〈困〉、〈旅〉、〈未濟〉由〈否〉所變；〈訟〉由四陽二陰之卦〈大壯〉、〈觀〉

所變，〈晉〉則為二陽四陰之卦〈臨〉、〈觀〉所變，此十三卦同為消息卦所變。〈謙〉、〈蹇〉、〈解〉

則為〈乾〉、〈坤〉所變，而〈屯〉、〈蒙〉、〈隨〉、〈恆〉本六子卦所變，〈隨〉與〈恆〉是利用

京房的八宮世應說。」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中國文

哲研究集刊》第 17 期，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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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歸魂；〈蠱〉者，〈巽〉也；〈解〉者，〈震〉世也。』是又用京房世應之

說也。42  

由引文可知焦循認為荀爽之卦變說，除前所討論之「升降」、「八宮世應」等，尚

有「乾坤」、「六子」、「十二辟」43、《易林》之法44，然楊自平雖於其文中引用，卻

未探討焦循如此認為之理據，或許是因其文為單篇期刊論文，篇幅有限。觀察焦

循之原文，其著作中該部分主要討論虞翻以及後人之說，討論荀爽理論者僅引文

部分，尤其〈萃〉卦部分，可看出荀爽應同樣重視實際卜筮對解經的影響，概因

卦變理論，大多認為生卦來源以及所生之卦陰陽爻數目必須相同，在此前提下，

卦變才能展開，後世學者，如朱熹（1130-1200）即在其著作中將此類轉變方法列

為變占45，並為此作卦圖展現。 
依焦循所言，亦可發現荀爽有將六子卦作為生卦來源的例子，後世如蘇軾之

《東坡易傳》亦採此種看法46，而荀爽將乾坤直接列為生卦來源，後世亦有持此說

者47，然因荀爽著作散佚泰半，因此可說其卦變理論之來源極多，但以目前所輯佚

之部分來看，升降說應為其卦變理論主要的實踐方法，此部分應是可以肯認的，

而其他如六子、乾坤、《易林》、八宮世應等部分，則因大多散佚，故僅能將之目

為荀爽卦變理論之來源，而不能列為一較為系統性之說法。 
由上文可大略得知，荀爽之卦變說，能以較為直接方式觀察者，應有二系統：

一為升降說；二為《京房易傳》中的八宮世變卦。 

                                                 
42 清．焦循撰：《易圖略卷七．論卦變上第二》，收於《雕菰樓易學》（二），收錄於《孔子文化大

全．經典類》，頁 1848-1849。 
43 楊自平原文作「十辟」，然而其所討論者，應為孟氏易之「十二消息卦」，故應做「十二辟」，後

文討論此「十二消息卦」皆作「十二辟卦」。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

例的考察〉，頁 471。 
44 出自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 年，據《學津本》排印），其法主要在

於實際占筮時，若某爻占得老陰、老陽則變爻為陽或陰，以此可解釋荀爽在〈萃〉卦注：此本

〈否〉卦之語，因〈萃〉、〈否〉兩卦，陰陽爻數量不同，不符合荀爽的通例，而此其實是實際

卜筮時常見的之卦方法，如《焦氏易林》中，〈否〉之〈萃〉為：「破筐敝筥，棄捐於道；壞落

穿敗，不復為寶。」冊 1，頁 55。 
45 原文：「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隂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

故老陽變為少隂。用六，故老隂變為少陽。」宋．朱熹撰，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易

學啟蒙．考變占》，收於《朱子全書》冊 1（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市：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 年 12 月，以《朱子遺書》本為底本，以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易學啟蒙通釋》、

元．至正元年日新書堂刻《朱子成書附錄》、南京圖書館藏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刻《性理大全》、

南京圖書館藏《余懋衡刻本》校對），卷 4，頁 257。  
46 原文：「《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

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

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

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宋．蘇軾著：《蘇氏易傳》（北京市：

中華書局，1985 年，據《學津討原本》排印），冊 1，卷 3，頁 53-54。（《四庫全書》稱《東坡

易傳》，後文從《四庫全書》所稱） 
47 後世如宋．程頤（1033-1107）於其著作《伊川易傳》中提及：「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

達，……〈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皆由〈乾〉〈坤〉之變也。」宋．程

頤撰，王孝魚點校：《周易程氏傳》（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 年，清．同治十年涂宗瀛刻本

校以清．康熙《呂留良刻本》、明．萬曆《徐必達刻本》、《古逸叢書》覆元．《至正本》），卷 2，

頁 124。後文皆用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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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升降說 
升降說主要建基於前文所述之升降理論，在前文所列出之荀爽卦變理論中，

可發現如〈泰〉卦經由爻位的上升或下降轉變為其他卦的例子，此即荀爽升降理

論建構之卦變系統，但在升降之基礎上，荀爽加入了孟喜（？-？）的卦氣理論，

較為明顯的就在於以〈泰〉卦為生卦來源的〈賁〉卦、〈井〉卦，由於〈泰〉卦同

時為卦氣理論所重視的十二辟卦之一，因此焦循認為此來自於孟氏易中的卦氣說

應無誤。 
焦循認為荀爽升降說包含六子卦理論，然而依前文所述，由於荀爽的易注已

散佚不少，故而可能如其易注中〈蹇〉卦自〈升〉卦變來，而〈升〉卦應有其他

生卦來源（如三陰三陽卦取泰、否為生卦來源，可知荀爽在各大組中，或以十二

辟卦為生卦來源），而僅是連續卦變過程中的某一部分，（如前所述〈屯〉、〈坎〉、

〈蒙〉、〈艮〉同屬二陽四陰組，〈升〉、〈蹇〉二卦亦同為二陽四陰組）或許荀爽同

樣取十二辟卦中的兩個為該組的生卦來源亦未可知，也因此在六子卦的部分，或

許焦循的說法的仍有討論的空間。 
（二）《京房易傳》中的八宮世應說（見圖 2） 
如前舉四例，即：震宮歸魂卦為〈隨〉、巽宮歸魂卦為〈蠱〉、震宮三世卦為

〈恆〉卦、震宮二世卦為〈解卦〉，之所以認為八宮世變可作為卦變之原因在於：

若以附（圖一）為例，乾宮本宮卦〈乾〉（䷀）再至一世卦〈姤〉（䷫）、二世卦〈遯〉

（䷠）、三世卦〈否〉（䷋），乃至遊魂卦〈晉〉（䷢）、歸魂卦〈大有〉（䷍），就某

種角度而言，其實也可視為卦變的一種。 
後世如虞翻、李之才、朱熹、蜀才等人之卦變理論中，其實自虞翻開始便不

將京房之八宮卦視為卦變的方法之一，原因在於京房之八宮卦主要用途為實際占

筮上取世爻、應爻，以及分析六親五行屬性，且此系統中，各卦之位置都是固定

不變動的，後人難以改變或於其基礎上另立新說，也因為現存文獻有其侷限性，

故而此處本文提出者僅為一假設，無法確實證明之。京房之八宮世變，在某角度

而言其實可以目之為卦變的一種，如乾宮本卦〈乾〉卦，一變為〈姤〉（䷫）、二變

為〈遯〉（䷠）……，或許因初創而混入了其他系統說法，並將其納為卦變說法亦

未可知，但因其說符合前述中以卦爻或卦的轉變，解釋《周易》經傳中某一語句

之涵義，此或為荀爽卦變說之一部分。 
荀爽之卦變理論，應可細分為升降、世應兩系統，而升降之中，是又含括十

二辟卦、乾坤兩種說法，也因此後世之學者多將之視為荀爽自違其例來看待，而

荀爽取六子卦之說法，由於荀氏易注中，採用後世學者以為之六子卦之部分，全

都出現於二陽四陰這一組別中，因此可能如前文所解釋的僅是取生卦過程的某一

部分，是以荀爽應不以六子卦為生卦來源。 
另一卦變之系統，應為八宮世應，蓋因京房之八宮世應說，在某角度來說可

以是卦變的一種，然而此說有數問題，如：各宮之間不能互相轉變，遊魂卦變為

歸魂卦時，由一世至遊魂的一爻動規則，突然變為三爻動，且若照一世至五世之

變動規則來看，五世至遊魂卦，應是上爻轉變才合理，但變動者卻為四爻，也因

此，世應說雖然在直觀上可以當成卦變的一種，但細究下來卻仍有格格不入之處，

但從上述的分析與觀察，其實可以發現荀爽之卦變理論，應處於一草創之時期，

故而混入各種不同之說法，應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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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八宮世應圖〉，《易學象數論》，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杭州市：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1993 年，以清．光緒年間據《汪世原刻本重刻本》為底），

冊九，卷 2，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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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虞翻卦變理論及其與荀爽卦變理論之比較 

虞翻，《三國志》載其字仲翔，三國時吳人，會稽餘姚（今浙江寧波餘姚慈谿

地區）人，曾任會稽功曹48、騎都尉，後因直言上諫而遭孫權流放，歷流放涇縣49、

蒼梧50，但其在流放期間仍講學不輟，注《周易》、《論語》、《老子》等51，其注《易》

有不少特色，但 廣為人知的，應為卦變理論，虞翻之前，「卦氣」、「納甲」、「互

體」等解卦方法都已有人使用52，惟卦變理論乃取荀爽陽升陰降說法，再加以改造，

成為其獨創的卦變理論。 
 

一、虞翻卦變理論之特色 

虞氏之卦變理論，主要取自荀爽陽升陰降說，再加以其改造，成為卦變理論，

明清之際儒者黃宗羲、清儒錢大昕（1728-1804）、今人高懷民皆各自於著作中列舉

虞翻卦變理論相關之注文如下（表 6）： 
  

                                                 
48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78。 
49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80。 
50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83。 
51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81。 
52 原文：「卦氣之說，出於孟喜。」屈萬里著：《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於《屈萬里先生全集》，

冊 8，卷上，頁 82。原文：「納甲之術，既創於京房，演於魏（伯陽）虞（翻）。」屈萬里著：

《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卷下，頁 125。原文：「互體之說，濫觴於《左傳》，而成於京房。」

屈萬里著：《先秦漢魏易例述評》，卷下，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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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黃宗羲、錢大昕、高懷民對虞翻卦變理論比較表 

卦名  黃宗羲注53  錢大昕注  高懷民注 

〈復〉（䷗）  未注。 
陽息卦，自〈乾〉〈坤〉

來。 
陽息陰 

〈師〉（䷆）  〈復〉（䷗）初之二。 〈復〉（䷗）初之二。 未注 

〈謙〉（䷎）  〈復〉（䷗）初之三。 〈復〉（䷗）初之三。 〈乾〉上九來之〈坤〉 

〈豫〉（䷏）  〈復〉（䷗）初之四。 〈剝〉（䷖）上之四。 〈復〉（䷗）初之四。 

〈比〉（䷇）  〈復〉（䷗）初之五。 〈剝〉（䷖）上之五。 〈師〉（䷆）二上之五。 

〈剝〉（䷖）  〈復〉（䷗）初之上。
陰消卦，自〈乾〉〈坤〉

來。 
陰消乾也。 

〈姤〉（䷫）  未注。 
陰消卦，自〈乾〉〈坤〉

來。 
消卦也。 

〈同人〉（䷌）  〈姤〉（䷫）初之二。 〈姤〉（䷫）初之二。 未注。 

〈履〉（䷉）  〈姤〉（䷫）初之三。 〈姤〉（䷫）初之三。
謂變〈訟〉（䷅）初為〈兌〉

也。 

〈小畜〉（䷈）  〈姤〉（䷫）初之四。 〈夬〉（䷪）上之四。
〈需〉（䷄）上變為〈巽〉

（☴）。 

〈大有〉（䷍）  〈姤〉（䷫）初之五。 〈夬〉（䷪）上之五。 未注。 

〈夬〉（䷪）  〈姤〉（䷫）初之上。
陽息卦，自〈乾〉〈坤〉

來。 
陽決陰，息卦也。 

〈臨〉（䷒）  未注。 
陽息卦，自〈乾〉〈坤〉

來。 
陽息至二。 

〈明夷〉（䷣）  〈臨〉（䷒）二之三。 〈臨〉（䷒）二三易。 〈臨〉（䷒）二至三。 

〈震〉（䷲）  〈臨〉（䷒）二之四。 〈臨〉（䷒）二四易。 〈臨〉（䷒）二至四。 

〈屯〉（䷂）  〈臨〉（䷒）二之五。 〈坎〉（䷜）二之初。 〈坎〉（䷜）二之初。 

〈頤〉（䷚）  〈臨〉（䷒）二之上。 〈晉〉（䷢）四之初。 〈晉〉（䷢）四之初。 

〈升〉（䷭）  〈臨〉（䷒）初之三。 〈臨〉（䷒）初三易。 〈臨〉（䷒）初之三。 

〈解〉（䷧）  〈臨〉（䷒）初之四。 〈臨〉（䷒）初四易。 〈臨〉（䷒）初之四。 

〈坎〉（䷜）  〈臨〉（䷒）初之五。 未言54。 
〈乾〉二五之〈坤〉，于爻〈觀〉

（䷓）上之二。 

                                                 
53 黃宗羲於四陰四陽卦（〈大壯〉、〈觀〉）處，另增列重〈大過〉（〈大壯〉初之五）、重〈鼎〉（〈大

壯〉初之上）、重〈革〉（〈大壯〉二之五）、重〈離〉（〈大壯〉二之上）、重〈頤〉（〈觀〉初之

五）、重〈屯〉（〈觀〉初之上）、重〈蒙〉（〈觀〉二之五）、重〈坎〉（〈觀〉二之上）。另，黃氏

未注者，表示為該組之生卦之源，由〈乾〉、〈坤〉兩卦而來。 
54 錢大昕言：「〈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

故別自為例。」然而細查錢氏討論「之卦」之原文，於〈坎〉、〈離〉兩卦其並未如〈頤〉、〈大

過〉、〈中孚〉、〈小過〉一般提出自己的見解，僅批評虞翻「自紊其例」。清．錢大昕著，呂友

仁校點：《潛研堂集．答問一．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四庫叢刊本》對校《嘉

慶十一年初刻本》、道光二十年《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本》、光緒十年《長沙龍氏家塾重刊潛研

堂全書本》），卷 4，頁 58。後皆用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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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  黃宗羲注  錢大昕注  高懷民注 

〈蒙〉（䷃）  〈臨〉（䷒）初之上。 〈艮（䷳）〉三之二。 〈艮〉（䷳）三之二。 

〈小過〉（䷽）  變例之卦。  〈晉〉（䷢）三之上。

〈晉〉（䷢）上之三，當從四

陰二陽〈臨〉（䷒）、〈觀〉（䷓）

之例，〈臨〉陽未至三，而〈觀〉

四已消也。 

〈蹇〉（䷦）  〈觀〉（䷓）三之上。 〈觀〉（䷓）上三易。 〈觀〉（䷓）上反三也。 

〈艮〉（䷳）  〈觀〉（䷓）三之五。 〈觀〉（䷓）五三易。 〈觀〉（䷓）五之三也。 

〈萃〉（䷬）  〈觀〉（䷓）四之上。 〈觀〉（䷓）上四易。 〈觀〉（䷓）上之四也。 

〈晉〉（䷳）  〈觀〉（䷓）四之五。 〈觀〉（䷓）五四易。 〈觀〉（䷓）四之五也。 

〈觀〉（䷓）  未注。 
陰消卦，自〈乾〉〈坤〉

來。 
〈觀〉，反臨（䷒）也。 

〈遯〉（䷠）  未注。 
陰消卦，自〈乾〉〈坤〉

來。 
陰消〈姤〉二也。 

〈訟〉（䷅）  〈遯〉（䷠）二之三。 〈遯〉（䷠）二三易。 〈遯〉（䷠）三之二。 

〈巽〉（䷸）  〈遯〉（䷠）二之四。 〈遯〉（䷠）二四易。 〈遯〉（䷠）二之四。 

〈鼎〉（䷱）  〈遯〉（䷠）二之五。 〈離〉（䷝）二之初。 〈大壯〉（䷡）上之初。 

〈大過〉（䷛）  〈遯〉（䷠）二之上。 〈訟〉（䷅）三之上。
〈大壯〉（䷡）五之初，或〈兌〉

（䷹）三之初。 

〈无妄〉（䷘）  〈遯〉（䷠）初之三。 〈遯〉（䷠）初三易。 〈遯〉（䷠）上之初。 

〈家人〉（䷤）  〈遯〉（䷠）初之四。 〈遯〉（䷠）初四易。 〈遯〉（䷠）初之四。 

〈離〉（䷝）  〈遯〉（䷠）初之五。 未言。 
〈坤〉二五之〈乾〉……于

爻〈遯〉（䷠）初之五。 

〈革〉（䷰）  〈遯〉（䷠）初之上。 〈兌〉（䷹）三之二。 〈遯〉（䷠）上之初。 

〈中孚〉（䷼）  變例之卦。  〈訟〉（䷅）四之初。

〈訟〉（䷅）四之初也。……

此當從四陽二陰之例，〈遯〉

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

至四，故從〈訟〉來。 

〈睽〉（䷥） 
〈大壯〉（䷡）三之

上。 

〈大壯〉（䷡）上三

易。 

〈大壯〉（䷡）上之三在繫，

蓋取二之五也。 

〈兌〉（䷹） 
〈大壯〉（䷡）三之

五。 

〈大壯〉（䷡）五三

易。 
〈大壯〉（䷡）五之三也。 

〈大畜〉（䷙） 
〈大壯〉（䷡）四之

上。 

〈大壯〉（䷡）上四

易。 
〈大壯〉（䷡）初之上。 

〈需〉（䷄） 
〈大壯〉（䷡）四之

五。 

〈大壯〉（䷡）五四

易。 

 

〈大壯〉（䷡）四之五。 

〈大壯〉（䷡）  未注。 
陽息卦，自〈乾〉〈坤〉

來。 

陽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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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  黃宗羲注  錢大昕注  高懷民注 

〈泰〉（䷊）  未注。 
陽息卦，自〈乾〉〈坤〉

來。 
陽息陰。 

〈歸妹〉（䷵）  〈泰〉（䷊）三之四。 〈泰〉（䷊）三四易。 〈泰〉（䷊）三之四。 

〈節〉（䷻）  〈泰〉（䷊）三之五。 〈泰〉（䷊）三五易。 〈泰〉（䷊）三之五。 

〈損〉（䷨）  〈泰〉（䷊）三之上。 〈泰〉（䷊）三上易。 〈泰〉（䷊）初之上。 

〈豐〉（䷶）  〈泰〉（䷊）二之四。 〈泰〉（䷊）二四易。

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

〈泰〉（䷊）二之四。而〈豐〉

三從〈噬嗑〉（䷔）上來之三，

折四從坎獄中而成〈豐〉。 

〈既濟〉（䷾）  〈泰〉（䷊）二之五。 〈泰〉（䷊）二五易。 〈泰〉（䷊）五之二。 

〈賁〉（䷕）  〈泰〉（䷊）二之上。 〈泰〉（䷊）二上易。
〈泰〉（䷊）上之〈乾〉二，

〈乾〉二之〈坤〉上。 

〈隨〉（䷐）  〈否〉（䷋）初之上。 〈否〉（䷋）初上易。 〈否〉（䷋）上之初。 

〈噬嗑〉（䷔）  〈否〉（䷋）初之五。 〈否〉（䷋）初五易。
〈否〉（䷋）五之〈坤〉初，

〈坤〉初之五 

〈益〉（䷩）  〈否〉（䷋）初之四。 〈否〉（䷋）初四易。 〈否〉（䷋）上之初。 

〈恆〉（䷟）  〈泰〉（䷊）初之四。 〈泰〉（䷊）初四易。 〈乾〉初之〈坤〉四。 

〈井〉（䷯）  〈泰〉（䷊）初之五。 〈泰〉（䷊）初五易。 〈泰〉（䷊）初之五。 

〈蠱〉（䷑）  〈泰〉（䷊）初之上。 〈泰〉（䷊）初上易。 〈泰〉（䷊）初之上。 

〈困〉（䷮）  〈否〉（䷋）二之上。 〈否〉（䷋）二上易。 〈否〉（䷋）二之上。 

〈未濟〉（䷿）  〈否〉（䷋）二之五。 〈否〉（䷋）二五易。 〈否〉（䷋）二之五。 

〈渙〉（䷺）  〈否〉（䷋）二之四。 〈否〉（䷋）二四易。 〈否〉（䷋）四之二。55 

〈咸〉（䷞）  〈否〉（䷋）三之上。 〈否〉（䷋）三上易。
〈坤〉三之上成女，〈乾〉上

之三成男。 

〈旅〉（䷷）  〈否〉（䷋）三之五。 〈否〉（䷋）三五易。

〈賁〉（䷕）初之四，〈否〉

（䷋）三之五，非〈乾〉〈坤〉

往來也，與〈噬嗑〉之〈豐〉

同義。 

〈漸〉（䷴）  〈否〉（䷋）三之四。 〈否〉（䷋）三四易。 〈否〉（䷋）三之四。 

〈否〉（䷋）  未注。 
陰消卦，自〈乾〉〈坤〉

來。 
陰消乾。 

*依據清．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冊 9，卷 2，

頁 62-65；清．錢大昕著，呂友仁校點：《潛研堂集．答問一．易》，卷 4，頁 57-59；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05-210 整理。 
 
由（表 6）之整理，可以看出黃宗羲所整理之虞翻卦變說，有下列特色： 

                                                 
55 高懷民作：「〈否〉二之四。」《周易集解》作：「〈否〉四之二」，據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改。

冊 3，卷 12，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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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定爻位由下至上轉變。 

此可由黃宗羲所整理之注文中看出，黃氏多以初、二、三、四爻往上移動，而

未見由上或五爻往下移動轉變者。 

（二）出現重卦。 

如前文所述，黃氏於於四陰四陽卦（〈大壯〉、〈觀〉）處，另增列重〈大過〉、重

〈鼎〉、重〈革〉、重〈離〉、重〈頤〉、重〈屯〉、重〈蒙〉、重〈坎〉，或許是為

了使其圖更加完整，但也使其圖更加遠離虞翻之注解。 

（三）符合虞翻原注一次僅移動一個爻之原則。 

觀察虞翻原注，如：〈屯〉（䷂）、〈頤〉（䷚）、〈蒙〉（䷃）、〈既濟〉（䷾）、〈益〉（䷩）

等卦，都是爻位由上往下降低的例子，可看出黃氏所整理之說法其實並沒有完

全符合虞翻之原注。 

錢大昕所整理之特色主要為： 
（一）認為〈剝〉、〈復〉、〈夬〉、〈姤〉，一卦各生二卦。 

如：〈師〉（䷆）、〈謙〉（䷎）、〈豫〉（䷏）、〈比〉（䷇），錢氏認為〈師〉與〈謙〉

由〈復〉卦來，〈豫〉與〈比〉則由〈剝〉卦來，而黃宗羲則認為此四卦皆由〈復〉

卦來，然而觀看虞翻原注，此四卦則分別為：未注、由〈乾〉〈坤〉來、由〈復〉

卦來、由〈師〉卦來，由此可看出錢氏亦試圖將虞翻之注文做自己的一番詮釋。 

（二）接受由上方的爻位往下變動。 

如：〈睽〉（䷥），黃氏注：「〈大壯〉三之上。」；錢氏則言：「〈大壯〉上之三。」、

〈比〉（䷇）黃氏注：「〈復〉初之五。」；錢氏則注：「〈剝〉上之五。」 
（三）認為〈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皆

「別自為例」。 
錢大昕認為此八個卦並不能用平常的十個辟卦來將之納入生卦的循環中，而以

〈晉〉、〈訟〉兩卦作為〈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卦的生卦來源，然

而何以不採用其他的卦，而採用〈晉〉、〈訟〉兩卦，錢大昕並未說明，考察其

文後發現〈坎〉、〈離〉兩卦，其同樣未說明應由何卦轉變而來，但其將〈坎〉、

〈離〉兩卦與〈乾〉、〈坤〉並置，可能認為此二卦是由〈乾〉、〈坤〉直接生化

而成。 
錢大昕認為： 

〈乾〉、〈坤〉者，諸卦之宗，〈復〉、〈臨〉、〈泰〉、〈大壯〉、〈夬〉陽息卦，

〈姤〉、〈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來，而諸卦

又生於消息卦。56 

也就是其以為卦變的變化過程，是由〈乾〉、〈坤〉→十辟卦→其餘諸卦的，然而，

在討論〈坎〉、〈離〉兩卦時，又言及： 

〈臨〉初之五為〈坎〉，〈觀〉上之二亦為〈坎〉；〈遯〉初之五為〈離〉，〈大

壯〉上之二亦為〈離〉。……〈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離〉、

〈乾〉、〈坤〉皆反覆不衰之卦，故別自為例。57 

                                                 
56 清．錢大昕著，呂友仁校點：《潛研堂集．答問一．易》，卷 4，頁 57。 
57 清．錢大昕著，呂友仁校點：《潛研堂集．答問一．易》，卷 4，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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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氏應以為〈坎〉、〈離〉兩卦，無法以〈乾〉、〈坤〉→十二消息卦→其餘諸卦這

一生卦過程來解釋，但其又言「〈乾〉、〈坤〉者，諸卦之宗」，且在該篇答問中，

並未找到其言〈坎〉、〈離〉二卦應由何卦轉變而來，因此，將〈坎〉、〈離〉二卦

目之為由〈乾〉、〈坤〉直接轉變而來，應是較為合理的解釋。 
觀察（表 6）中三人之整理，可以發現高懷民照引《周易集解》中所錄之虞翻

原注，並未提出個人看法，但也因此，高氏所整理之注文，其實是 為接近虞翻

的。 

從〈中孚〉卦（䷼）處高懷民整理之注文，可發現虞翻已經有四陰二陽以及四

陽二陰的分類，但受限於資料，尚無法分辨出何者應置於四陰二陽組或四陽二陰

組，觀察高氏所整理之卦，可發現高氏並未表示至四陰二陽、四陽二陰部分58，而

特例之卦（不自十辟卦轉變而成者）的部分，則是高氏所整理較多。 
觀察錢大昕之整理，又發現其認為〈頤〉、〈大過〉、〈中孚〉、〈小過〉不依〈乾〉、

〈坤〉→十辟卦→其餘諸卦這一生卦過程解釋，反而取用〈訟〉、〈晉〉做為此四

卦之生卦來源，檢閱荀爽、虞翻之注文，皆未說明為何取用〈訟〉、〈晉〉兩卦作

為替代之方法，僅能視為便是如此，而暫且無法做一解釋，對比黃宗羲、錢大昕、

高懷民三人的整理後，後文之討論皆採用高懷民整理之版本，因黃宗羲之整理有

重出與不合虞翻原注之部分；錢大昕雖然替虞翻彌合不少部分，但其解釋一陰一

陽卦處有超出虞翻的部分。 
檢視（表 6）中高懷民之整理，可觀察出 3 要點： 
（一）虞翻之卦變，主要依循荀爽之方法。 

即以爻位升降為卦與卦之間轉變的方式，此處可看出虞翻繼承荀爽之部分，然若

再仔細觀察虞翻的卦變方式，又可在〈无妄〉（䷘）、〈革〉（䷰）、〈鼎〉（䷱）、〈大

畜〉（䷙）、〈損〉（䷨）、〈蠱〉（䷑）、〈隨〉（䷐）、〈益〉（䷩）等八個卦中看出虞翻

的卦變方式出現問題，即：〈革〉、〈鼎〉、〈蠱〉、〈隨〉四卦，其卦變方法為二爻直

接交換，而〈无妄〉、〈大畜〉、〈損〉、〈益〉四卦，則將不變的五爻整個上移或下

移一位，如：〈大畜〉（䷙）：「〈大壯〉（䷡）初之上。」若照虞翻的通例，〈大壯〉

初之上應變為〈鼎〉卦，此處則將〈大壯〉的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等

五爻俱下移變為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爻則以原本的初九填入；〈益〉

（䷩）：「〈否〉（䷋）上之初。」亦相同，將〈否〉卦本來的初六、六二、六三、九

四、九五上移為六二、六三、六四、九五、上九，空出的初爻，則以原本的上九

填入。簡博賢於《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中亦提及此問題，並以此為虞翻自

紊其例59，但此應可視為虞翻將升降說可能產生的變化討論至極限，如〈大畜〉卦，

若一次僅允許一爻移動，則十二辟卦中，僅有〈大壯〉卦能夠以前述之方法，依

照一次移動一個爻的模式轉變成〈大畜〉卦，其餘〈无妄〉、〈損〉、〈益〉亦同，

也因此與其說虞翻將升降法能轉變的卦推演至極限，不如說其是被自己的理論所

                                                 
58 高氏原文：「虞翻的卦變，則是以〈乾〉、〈坤〉二卦為根本，分一陽五陰卦為一類、一陰五陽卦

為一類、二陽四陰卦為一類、二陰四陽卦為一類、三陰三陽卦為一類。」高懷民：《兩漢易學

史》，頁 204。 
59 簡氏原文：「故〈遯〉初上相易為〈革〉，〈大壯〉初上相易為〈鼎〉；而〈无妄〉、〈大畜〉之來，

亦云同乎〈革〉、〈鼎〉，是不能無疵也。」、「虞氏卦變之說，獨此四卦自紊其例；是不能無憾

也。」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頁 32-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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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迫而不得不如此詮釋。 
（二）其規則為一次移動一爻。 

以〈鼎〉（䷱）：「〈大壯〉（䷡）初之上。」為例，〈大壯〉初九爻移動變為〈鼎〉卦

上九，而原先的〈大壯〉卦上六則降為初六。 
 

（三）各組中的起始卦皆是由〈乾〉〈坤〉直接變化而成。 

如：〈復〉卦注：陽息陰。〈姤〉卦注：消卦也。〈臨〉卦注：陽息至二。〈遯〉卦

注：陰消〈姤〉二也。〈泰〉卦注：陽息陰。〈否〉卦注：陰消乾。等之注文，可

以從中看出是由〈乾〉〈坤〉兩卦中陽與陰爻的消長變化而來。 
繼續觀察虞翻注文中提及之卦，則可發現凡在注文提及消、息的卦，恰好就

是十二辟卦60，此應與虞翻家傳《周易》孟氏學61有關，同時側面證明虞翻之卦變

理論，其實也大量參考前人之說法。 
惠棟《易漢學》引用《易緯．稽覽圖》之說法62評論虞翻之卦變理論： 

孟氏〈卦氣圖〉以〈坎〉〈離〉〈震〉〈兌〉為四正卦，餘六十卦，卦主六日

七分，合周天之數。內辟卦十二，謂之消息卦，〈乾〉盈為息，〈坤〉虛為

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夫以二卦之策，當一期之數，則知二

卦之爻，周一歲之用矣。四卦主四時，爻主二十四氣，十二卦主十二辰，

爻主七十二侯，六十卦主六日七分，爻主三百六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辟卦

為君，雜卦為臣，四正為方伯。63 

由上文可知十二辟卦在孟氏學中，其實有代表一年四季變化的作用，而其排列中，

其實也代表乾坤（陰陽）的盈虛變化，再觀察前引虞翻注文中，多以此十二卦作

為生卦來源，由此可發現，虞翻之卦變理論，其變化之進路大抵為：〈乾〉〈坤〉

→十辟卦→其餘五十二卦，由此，此卦變理論便被賦予〈乾〉〈坤〉而來的變化動

力，也順帶解決前文一個疑問，即：為何〈彖傳〉中討論卦變之卦，其爻都是由

卦外而來？此應是由於卦變理論其實一定程度上反映著一年之中，陰氣、陽氣的

變化，卦外而來的爻，可以當成隨四季而令人感受到的陰氣或陽氣，而在更深入

的分析的話，隨四季而產生的陰陽二氣，亦同時是由天地（〈乾〉〈坤〉）而來，也

因此，〈乾〉〈坤〉→十辟卦這一生化過程應是以此而確立的。《禮記．月令》云： 

孟春之月，……律中大蔟。仲春之月，律中夾鐘。……季春之月，律中姑

                                                 
60 出自《孟氏章句》，但《孟氏章句》已亡佚，目前 早能找到之說法出自唐．釋一行著，宋．歐

陽脩撰：《唐書．曆志第三上．卦議》（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

本》景印），卷 27 上，頁 301。 
61 裴松之引《虞翻別傳》：「臣（虞翻自稱）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

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 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 有舊書，世傳其業，

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

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81-1082。 
62 原文：「甲子卦氣起〈中孚〉，……非太平而雜卦，以其度效，一辰則可矣。唯消息及四時，卦

當盡其日。」、「四時卦，十一辰餘而從，〈坎〉常以冬至日始效，復生〈坎〉七日，……消息

及四時卦各盡其日。」（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易緯．稽覽圖》（石家莊市：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22-124、頁 128-130。 
63 清．惠棟著：《易漢學》，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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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孟夏之月，……律中中呂。……仲夏之月，……律中蕤賓。……

季夏之月，……律中林鐘。……孟秋之月，……律中夷則。……仲秋之

月，……律中南呂。……季秋之月，……律中無射。……孟冬之月，……

律中應鐘。……仲冬之月，……律中黃鍾。……季冬之月，……律中大呂。
64 

可知西漢即有以十二月配十二律的傾向，《史記．律書》亦有相類似之記載65，可

見十二月搭配十二律應是當時普遍的傾向，而由上述引文，而此十二月再配以十

二辟卦，則月、卦、律之間，便構成了一個龐大的系統，可以解釋許多層面，《易

緯．乾元制序記》便記錄這一系統中，卦與律的配合： 

〈復〉（卦）姓角名宮，赤黃色，……〈臨〉（卦）姓商名宮，黃白色，……

〈泰〉（卦）姓商名宮，黃白色……〈大壯〉（卦）姓商名角，蒼白色，……

〈姤〉（卦）姓角名商，蒼白色，……〈遯〉（卦）姓宮名商，黃白色，……

〈否〉（卦）姓宮名商，黃白色，……〈觀〉（卦）姓宮名角，蒼白色……

〈剝〉（卦）姓商名宮，黃白色。66 

此處能看出將辟卦與音律結合，但此處並未依照黃鐘十二律做搭配，而是使用具

五行屬性的五音來搭配，以此能見及前人不僅試圖將十二月與音律做結合，更試

著將其納入五行中。 

以上三點，應為虞翻卦變理論之特點，可證明其卦變理論並非憑空捏造，而

是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再加以改造，使其符合自身之解經思想，然而在觀察前引

虞翻有關卦變理論之注文後，可以發現其注文中有不少卦的生成，並不遵照前列

〈乾〉〈坤〉→十辟卦→其餘五十卦的過程，而直接由〈乾〉〈坤〉而來，或者並

不是由十二辟卦而來。 

《唐書．曆志》引唐僧釋一行（683-727）〈卦議〉：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句》，其說《易》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

以卦爻配期之日，〈坎〉、〈離〉、〈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消

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復初。〈坎〉、〈震〉、〈離〉、〈兌〉，二十四氣，次主

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北正，……。春分出於

〈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離〉

                                                 
6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據清．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重刊本影印）卷 16-17，頁 315-346。 
65 原文：「十月也，律中應鐘。……其於十二子為亥。……十一月也，律中黃鐘。……其於十二子

為子。……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其於十二子為丑。……正月也，律中泰蔟。……其於十

二子為寅。……二月也，律中夾鐘。……其於十二子為卯。……三月也，律中姑洗。……其於

十二子為辰。……四月也，律中中呂。……其於十二子為巳。……五月也，律中蕤賓。……其

於十二子為午……六月也，律中林鐘。……其於十二子為未。……七月也，律中夷則。……其

於十二子為申。…………八月也，律中南呂。……其於十二子為酉。……九月也，律中無射。……

其於十二子為戌。」漢．司馬遷著，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張守節正義，唐．司馬貞索隱，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律書第三》（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卷 25，頁 451-453。此處可以看出音律與月份的配比，而且也能看到二者與十二地支的搭配，

顯示這一個互相搭配的系統確實是非常龐大的。 
66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易緯．乾元制序記》，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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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陽包陰，故自南正……。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內，

群陽降而承之，極於北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67 

引文提及的十二月卦，其實就是前文所討論之「十二辟卦」，而其中〈坎〉〈離〉〈震〉

〈兌〉，則分別象徵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也就是一年中四個季節的開端，應

是在虞翻理論中〈履〉（䷉）：「謂變〈訟〉（䷅）初為〈兌〉也。」、〈小畜〉（䷈）：

「需（䷄）上變為巽。」等卦變之依據。理由在於依卦氣說而言，具有生卦能力的

卦，應還有引文中提及的四正卦，即〈坎〉、〈離〉、〈震〉、〈兌〉四卦，也可以做

為其他卦的生卦來源，如：〈訟〉卦的下卦〈坎〉（☵），變為〈兌〉（☱）、〈需〉卦

的上卦〈坎〉（☵）變為〈巽〉（☴），但此方法其實較接近於《易林》的作法。 

觀察虞翻之注文，可以發現〈坎〉（䷜）：「〈乾〉二五之〈坤〉，于爻〈觀〉（䷓）

上之二。」、〈離〉（䷝）：「〈坤〉二五之〈乾〉……于爻〈遯〉（䷠）初之五。」兩

卦，在解釋由何卦而來時，又可由〈乾〉〈坤〉直接變化或〈觀〉〈遯〉而來，由

〈乾〉〈坤〉而來可以很清楚地與前文所述的〈乾〉、〈坤〉→十二辟卦這個過程連

接，也就是雖然四正卦並非十二辟卦之一，但仍有統領一季的重要性，前引釋一

行之文亦提及：「〈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

二分也。」也可由此發現四正卦統領的不是一年當中十二個月份的流動轉變，而

是一年中的二十四個節氣，六卦共二十四個爻，一爻掌管一個節氣，如〈坎〉卦

初爻掌管冬至；〈震〉卦初爻掌管春分；〈離〉卦初爻掌管夏至；〈兌〉卦初爻掌管

秋分，雖然〈震〉卦與〈兌〉卦在前整理中可由其他卦經過升降而來，但由〈坎〉、

〈離〉兩卦有〈乾〉〈坤〉而來以及他卦升降變來這兩種生卦過程推導，虞翻卦變

理論中，四正卦可由〈乾〉〈坤〉而來，因此有些卦可以由四正卦變來應是可以確

認的，其生化順序應為〈乾〉〈坤〉→四正卦→他卦（以十二辟卦的模式較難以解

釋的卦），這同時也符合前引惠棟著作中：「辟卦為君，雜卦為臣，四正為方伯。」

的說法。 
王葆玹於其著作中亦論及四正卦之用途68，其引《藝文類聚》69、《初學記》70、

《太平御覽》71，證明漢代至唐代之間，四正卦之實際用途，又引《乙巳占．八方

暴風占》72做旁證。以此配合前文整理之虞翻卦變說法，或可再多一解釋：四正卦

                                                 
67 唐．釋一行著，宋．歐陽脩撰：《唐書．曆志第三上．卦議》，卷 27 上，頁 301。 
68 原文：「唐宋類書引有一些《京房易占》的佚文，迄今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些佚文恰好論

及四正卦的用事問題。」王葆玹：《西漢經學源流》（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頁 315。 
69 原文：「立（《藝文類聚》誤作春）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興邊兵，治城郭，行刑，

斷獄訟，繕宮殿。」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訂：《藝文類聚．歲時上．冬》（上海市：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9 年，依上海圖書館藏宋．《紹興刻本》校訂）冊上，卷 3，頁 55。 
70 原文：「《京房易占》曰（王葆玹書未提及《京房易占》曰）：立秋〈坤〉王，涼風用事。」、「《京

房易占》曰（王葆玹書未提及京房易占曰）：夏至〈離〉王，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

功。」唐．徐堅編，許逸民主編：《初學記．卷三．秋第三》、《初學記．卷三．夏第二》（京都：

中文出版社，1978 年，清．《古香齋袖珍本》），頁 53、50。 
71 原文：「《京房易》曰（王葆玹書未提及《京房易》曰）：冬至〈坎〉王，廣莫風用事。」宋．李

昉編：《太平御覽》，收於《四部叢刊》第三編（石家莊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上海

涵芬樓影印中華學藝社借照日本帝室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冊

2，卷 26，頁五。 
72 原文：「北方〈坎〉風，名曰廣莫風，主冬至四十五日。京房云：「四時暴風起於北方，主盜賊



 

41 

亦可作為生卦之來源，但主要的生卦來源仍是十二辟卦，四正卦之作用僅在與補

充較為難解或為了扣緊經文解釋而使用。 

細究《乙巳占．八方暴風占》之占卜方法，可知王葆玹認為四正卦有使用於

漢唐流行的風角之術73，也就是：十二辟卦中以卦來代表時間推移變化，再加入代

表方位的四正卦，可使孟氏的卦氣說成為可以詮釋時、空間變化的理論。 

但觀察《乙巳占．八方暴風占》中風角之術的使用，四正卦單獨用事似乎未

見，仍是八個卦（八個方位）同時使用，且四正卦代表之東（〈震〉卦）、西（〈兌〉

卦）、南（〈離〉卦）、北（〈坎〉卦）四個方位之吉凶意義與代表性並未高於餘下

四個方位，即四正卦之地位並未高於餘下四個卦，這可能是易學理論與實際使用

上的落差，若僅使用四個卦（方位）來占卜，涵蓋性不足且誤差容易變大。 

以前述之觀點觀察虞翻注文，可以發現〈大過〉（䷛）：「或兌（䷹）三之初。」

這個註解應是將四正卦混入升降說之中，也就是在實際卦變的過程中，虞翻雖然

大量使用十二辟卦作為生卦之來源，但在面臨一些難以解釋或註解的卦時，其亦

使用四正卦作為輔助，但在四正卦的使用上，其又有升降或《易林》之法兩種。 

高懷民提及：「（虞翻卦變理論中）一些違例的卦同荀爽一樣，是受了經文的

限制，不得不如是。」74高氏又舉如：〈謙〉卦（䷎）虞注：「〈乾〉上九來之〈坤〉。」

是因〈謙卦．彖傳〉中有「天道下濟」75之言。為了配合經傳，所以虞翻只能違反

其原有的生卦過程，造成特例之卦。高懷民提及之說法，其實可以一定程度解釋

為何虞翻在十二辟卦以外仍使用四正卦作為輔助，蓋在於為了符合依經立注的原

則，故必須配合經文而使爻位變動，故而使用四正卦作為十二辟卦無法或難以解

釋時的輔助之用。 
虞翻在〈履〉、〈頤〉、〈小過〉、〈中孚〉卦使用〈訟〉、〈晉〉兩卦做為生卦來

源，對於如何由〈晉〉、〈訟〉兩卦變為此四卦，若以前文對四正卦的說法再行擴

展，可以發現四正卦中，在虞翻易學體系有重要地位者應為〈坎〉、〈離〉兩卦，

原因如下：虞翻易學繼承荀爽成「既濟定」之思想，且四正卦中，僅〈坎〉、〈離〉

兩卦有兩種生卦來源（一由〈乾〉、〈坤〉來、一由〈臨〉、〈觀〉來），此足可判定

〈坎〉〈離〉兩卦之重要性，至於為何是由〈訟〉、〈晉〉兩卦，原因應在於其卦變

說中，較難以十二辟卦解釋者，多出現在二陰二陽這一大組中，故而其將〈乾〉、

                                                                                                                                               
起，天下兵皆動，令人病濕飲帶下，難以起居。」東北〈艮〉，曰條風，主立春四十五日。……

東方〈震〉，曰明庶風，亦名宄風，主春分四十五日。京房云：「人流，盜起相攻，風發天下，

旱冥霜起，歲大饑，令人病變節，四肢不可動搖。」東南〈巽〉，曰清明風，主立夏四十五日。

京房云：「民多泄痢，乳婦暴病死喪。」南方〈離〉，曰景風，主夏至四十五日。……西南〈坤〉，

曰涼風，一作諫（風），主立秋四十五日。……西方〈兌〉，曰閶闔風，亦名飄風，主秋分四十

五日。京房曰：「秋旱霜，主天下兵動，日月蝕，令人患瘡癬瘡。」西北〈乾〉，曰不周風，主

立冬四十五日。……京房云：「有盜賊相攻，人多疽疾，人流亡疾疫，多死喪。」右（原書作

古）八節，但暴風起其方即占。京房云：「八方暴風之候，及八卦風別名，春白，夏黑，秋赤，

冬黃，皆為凶。下逆上，兵革四動，各隨其部日辰占之。」」唐．李淳風撰：《乙巳占．八方暴

風占第八十一》（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據清．光緒《陸心源校刊十萬卷樓叢書本》影

印）冊 4，卷 10，頁 25-26。 
73 《後漢書．郎顗傳》：「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李賢

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王先謙集解：

《後漢書集解》，卷 60 下，頁 579。可知風角術便是以不同方位風的變化來占卜。 
74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10。 
75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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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坎〉、〈離〉這四個三畫卦組為〈晉〉、〈訟〉兩卦，做為補充之用，且〈晉〉

〈訟〉兩卦之卦畫亦有意義，上卦為〈離〉、〈乾〉，皆有上升之意涵；下卦為〈坤〉、

〈坎〉，亦有下降義，類同於與「成既濟定」思維 相對的〈未濟〉卦，亦因此有

向〈濟既〉卦轉變的動力，並以此轉變為他卦。 
由上述討論可知，虞翻其實已經有意識的整理出一套卦變理論，並且也排除

了荀爽混用升降與京房八宮世變二系統所造成的混淆，並且在深入理解虞翻之理

論後，可以發現其實虞翻的卦變理論，還暗藏著一套由〈乾〉〈坤〉兩卦→十辟卦

（另外包含四正卦）→餘下各卦的生化過程，此部分當牽涉漢代氣化宇宙論之部

分，但不論如何，虞翻之卦變理論嘗試將一年的陰陽變化以卦與卦之間的變化表

達出來，此應是可以確定的，由此，虞翻事實上才是卦變理論的奠定者，而荀爽

僅能目之為發端者。 
 

二、虞翻與荀爽卦變理論之比較76 

荀爽對後世卦變理論（主要以虞翻為主）之影響，如惠棟評虞翻易，認為虞

翻注易，「本諸慈明升降、卦變。」77學者張濤亦言：「荀爽對本于《周易．彖傳》

的卦變理論加以總結，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卦變說。虞翻的卦變說在此基礎上進行

融合與改造。」78可知張濤認為荀爽便已提出基本的卦變說，而虞翻則在荀爽的理

論上增改，朱伯崑則言：「他（指虞翻）發揮了荀爽的剛柔升降說，將卦氣說引向

卦變說，以卦變說解釋《周易》經傳。」79可見朱氏認為荀爽並未提出卦變，而卦

變是由虞翻提出的。張惠言於其著作中提及：「荀言卦變，與虞氏略同，見注者二

十六卦，不同虞者，〈蹇〉（䷦）、〈解〉（䷧）、〈萃〉（䷬）三卦。」80由此可見，其

認為虞翻繼承荀爽卦變思想頗多，荀爽應已提出一卦變理論或雛形，下略分析張

惠言所言之二十六卦，以釐清荀爽與虞翻的卦變說法： 
一陰一陽卦： 

（一）〈剝〉卦（䷖）。 

張惠言引荀爽注文：「陰外變五。」81並據以認為是由〈復卦〉（䷗）來，考察前引

虞翻之注文，此處虞翻注為「陰消乾也。」82參考徐芹庭著作，其認為荀爽應以陰

陽消息討論此卦83，即〈觀〉卦至〈剝〉卦，〈觀〉九五變為〈剝〉六五，象徵陽

氣衰退，陰氣漸增，而張惠言則認為此為〈復〉卦初九爻，漸次往上移動變為〈剝〉

卦，若依張惠言之說法，則荀虞二人不相合可知，若依徐芹庭之說法，則荀虞兩

人便即相合，但仔細查考荀虞二人之注文，〈剝〉卦屬十二辟卦之一，因此皆由〈乾〉

〈坤〉來，此處徐芹庭說法應正確，而張惠言之說法應錯誤。 

 
                                                 
76 本節討論荀爽與虞翻卦變理論比較之部分係依據王鉦傑：〈荀爽易學探討及其對卦變理論之影

響〉，《輔大中研所學刊》，第三十七期（2017 年 10 月），頁 14-19 再行刪改修訂而成。 
77 清．惠棟：《易漢學．虞仲翔易》，卷 3，頁 55。 
78 張濤：《秦漢易學思想研究》（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 年），頁 304。 
7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卷 1，頁 232-233。 
80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3。 
81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82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23。 
83 原文：「按：陰消陽，消至五，成〈剝〉。」徐芹庭：《漢易闡微》，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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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夬〉卦（䷪）。 

張氏云：「〈大壯〉（䷡）進而成〈夬〉（䷪）。」84虞翻注文：「〈夬〉卦為陽決陰，

息卦也。」85荀爽注文未言此卦，以前文之分析，此為十二辟卦之一，就前文之分

析討論，荀虞二人對此卦之說法應是類同的。 

 
（三）〈謙〉卦（䷎）。 

張氏云：「〈乾〉（䷀）來之〈坤〉（䷁）。」86張氏認為荀爽注〈謙卦．彖傳〉時有

「〈乾〉來之〈坤〉」87一句，虞翻則注：「〈乾〉上九來之〈坤〉。」由於荀虞二人

皆以〈乾〉卦來與〈坤〉卦相交而成〈謙〉卦，因此此處荀虞兩人之說應是吻合

的。 

 
（四）〈履〉卦（䷉）。 

張氏云：「動來為〈兌〉。」88，虞翻注：「謂變〈訟〉（䷅）初為〈兌〉也。」，但

荀爽則注：「以〈乾〉履〈兌〉。」89由荀虞兩人之注文可知：虞翻認為此卦為〈訟〉

卦變來，符合張惠言所說，然而細究可發現荀爽僅直接就上下兩個三畫卦作討論，

並未言及此卦由何卦變來，因此此卦荀虞二人之說應不相合。 

 
（五）〈同人〉卦（䷌）。 

張氏云：「〈乾〉舍于〈离〉90。」91，觀察虞翻注文，其以旁通解釋：「旁通〈師〉

卦。〈巽〉為同，〈乾〉為野。〈師〉〈震〉為人。」92，而張氏所引其實是荀爽之注

文，細究亦可發現荀爽之注文並不是在討論卦變，而是以上下卦之卦義來說明〈大

象傳〉，由此，荀、虞兩人註解此卦之說法其實並不相合。 

 
二陰二陽卦： 
 

（一）〈屯〉卦（䷂）。 

張氏云：「自〈坎〉（䷜）。」93，觀察荀爽注：「此〈坎〉卦（䷜）也。」94，虞翻

注：「坎二之初。」95可以發現荀虞兩人皆認為〈屯〉卦自〈坎〉卦來，故此卦處

應當相合。 

 
（二）〈蒙〉卦（䷃）。 

                                                 
84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85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9，頁 211。 
86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87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5。 
88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89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4。 
90 此條中「離」字，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作「离」，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亦作

「离」，故尊重原文，後文作「离」亦同。 
91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92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4，頁 85。 
93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94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1 
95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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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云：「自〈艮〉（䷳）。」96觀察荀爽注：「此本〈艮〉卦（䷳）。」97虞翻注：「艮

三之二。」98兩人皆以為此卦自〈艮〉卦而來，故此處兩人所說應相合無誤。 

 
（三）〈坎〉卦（䷜）。 

張氏云：「陽來則〈乾〉二五。」99觀察荀爽注：「陽動陰中。」100，但實際上並未

提及此卦由何卦轉變而來；虞翻注：「〈乾〉二五之〈坤〉，于爻〈觀〉（䷓）上之二。」
101則與張氏相同，因此荀虞兩人所言並未相合。 

 
（四）〈訟〉卦（䷅）。 

張氏云：「陽來居二，則亦〈遯〉（䷠）來。」102此處需要分為兩部分分析，荀爽僅

注：「陽來居二而孚于初。」103並未言及自何卦而來，張惠言則將之判為〈遯〉卦

九三降為六二；虞翻注：「遯三之二。」104，虞翻應認為〈遯〉卦六二升為九三，

變為〈訟〉卦，因此，因此荀虞兩人之說在內部應是不相合的。 

 
（五）〈晉〉卦（䷢）。 

張氏云：「〈坤〉動而進居五，則亦〈觀〉來。」105其應是據荀爽注六五爻辭：「五

從〈坤〉動而來，為〈离〉。」106據以認為是由〈觀〉卦（䷓）六四升為六五，然

而仔細研究可以發現荀爽之注文，應是指六五爻為三畫〈坤〉卦（☷）而來，虞翻

則注此卦：「〈觀〉四之五。」107，則僅認為由觀卦變來，未述及是否由下卦之〈坤〉

變來，未述及內部的思想，因此不可據以認為荀爽與虞翻兩方說法吻合。 

 
（六）〈蹇〉卦（䷦）。 

張氏云：「乾動之坤，〈蹇〉。乾五之〈謙〉（䷎）為〈蹇〉。」108此卦虞翻注：「〈觀〉

（䷓）上反三也。」109可知虞翻認為此卦是由〈觀〉卦變來，但荀爽注文：「西南

謂〈坤〉。〈乾〉動往居坤〈五〉，故得中也。」110僅解釋此卦上下兩個三畫卦所代

表的意義，並未言及由何卦變來，由此，張氏所言〈乾〉五之〈謙〉，其實也並不

是虞翻之原注，荀虞兩人之理論並不相合。 

 
（七）〈解卦〉（䷧）。 

                                                 
96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97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1 
98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2，頁 42。 
99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100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9。 
101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6，148 
102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103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2。 
10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3，頁 51 
105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106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1。 
107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7，頁 173。 
108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109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8，頁 191 
110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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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云：「〈乾〉動之〈坤〉，〈解〉。乾二之〈豫〉䷏為〈解〉。」111依虞翻原注，此

卦為「〈臨〉初之四。」112為〈臨〉卦變來，此處張氏以荀爽注：「乾動之坤，……

陽无所往也，來復居二。」113推論為〈豫〉卦變來，觀察荀虞兩人之注文，張氏

所言之變化，應無法成立。 

 
（八）〈萃〉卦（䷬）。 

張氏云：「本〈否〉卦（䷋），上九見滅。」114此處可張氏引荀爽注：「此本〈否〉

卦」115，然而虞翻則注為：「〈觀〉上之四也。」116以此，此處荀虞兩人之說法不

相合可證。117 
 
三陰三陽卦： 
 

（一）〈隨〉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118此卦虞翻注：「〈否〉上之初。」荀爽

注：「〈隨〉者，〈震〉之歸魂。」119則以前文提及之八宮世應之系統解釋，由此可

以明顯知道此處荀虞兩人理論之不合。 

 
（二）〈蠱〉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荀爽注：「蠱者，巽也，巽歸會震。」120應是以八

宮世變系統解釋，虞翻則注：「〈泰〉初之上。」可以知荀虞兩人理論在此卦應是

不合。 

 
（三）〈噬嗑〉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張氏應是據〈噬嗑．六五．小象傳〉荀爽注：「陰

來正居。」121而言，虞翻在此卦則注：「〈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122

細究之，則此卦荀、虞二人之說法應相吻合。 

 
（四）〈賁〉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此卦荀爽注：「此本〈泰〉卦。」123與虞翻注：「〈泰〉

                                                 
111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112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8，頁 195。 
113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3。 
114 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 
115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5。 
116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9，頁 221 
117 張氏言：「不同虞者，〈蹇〉、〈解〉、〈萃〉三卦。」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3。 
118 原文：「三陽之卦：〈隨〉、〈蠱〉、〈噬嗑〉、〈咸〉、〈恆〉、〈損〉、〈困〉、〈井〉、〈旅〉、〈渙〉、〈既

濟〉、〈未濟〉，推其注文，皆自〈泰〉、〈否〉。」清．張惠言：《周易鄭荀易》，卷下，頁 692-693。

三陰三陽卦共十三卦，張氏推注文皆同。 
119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6。 
120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6 
121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7。 
122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15。 
123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上，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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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124兩人理論相合。 

 
（五）〈咸〉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荀爽於此卦僅注〈彖傳〉一句：「乾下感坤，故萬

物化生於山澤。」125，推其注文，似言此卦自〈否〉卦來，其餘皆佚，虞翻則注：

「〈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126推導虞注，應指此卦自〈否〉卦轉

變而來，因此兩人說法應相合。 

 
（六）〈恆〉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此卦荀爽注：「〈恆〉，〈震〉世也，〈巽〉來乘之，

陰陽合會，故通无咎。」127是以八宮世變討論，而虞翻則注：「〈乾〉初之〈坤〉

四。」128兩人說法不合。 

 
（七）〈損〉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此處張氏據荀爽注〈彖傳〉：「乾之三居上，孚二陰。」
129而論證其自〈泰〉來，而虞翻則注：「〈泰〉初之上。」130細究兩人說法，荀爽

之說法應是〈泰〉卦九三與上六互換位置，虞翻之說則為〈泰〉卦初九上移，其

餘二至上爻接下移一位，初九再填補上爻，以此分析，則兩人說法其實不合。 

 
（八）〈困〉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此卦荀爽注：「此本〈否〉卦。」131虞翻則注：「〈否〉

二之上。」132兩者說法相合。 

 
（九）〈井〉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荀爽注：「此本〈泰〉卦。」133虞翻則注：「〈泰〉

初之五。」134由此兩人說法相吻合。 

 
（十）〈旅〉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彖傳〉：「〈旅〉，小亨。」荀爽注：「謂陰升居五，

與陽通者也。」135但未注陰由何處升來，且本卦荀爽僅注一條，故無法分辨。虞

翻於此卦則注：「〈賁〉初之四。」、「〈否〉三之五。」136，若以〈否〉卦討論，則

                                                 
12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19。 
125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7，頁 160。此注馬國翰未輯，故引《周易集解》之注文。 
126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7，頁 159。 
127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0。 
128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7，頁 162。 
129 清．張惠言：《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3。 
130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8，頁 199。 
131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6。 
132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9，頁 229。 
133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6。 
13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0，頁 235。 
135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8。 
136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1，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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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說法或許相合，但若由「〈賁〉卦討論，則兩者的說法不相合，亦可由虞翻

認為的自「〈賁〉卦來，發現張惠言認為的自〈泰〉、〈否〉來是一種不甚正確的假

設，更可理解荀爽之注文，非必得由〈否〉卦來，而可能有其他來源。 

 
（十一）〈渙〉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荀爽注：「謂陽來居二，在〈坤〉之中。」137同樣

不能得知陽由何處降來，虞翻則注：「〈否〉四之二。」138若接受虞翻說法，則荀

爽所言應由〈否〉卦變來，故可認為兩人說法相合。 

 
（十二）〈既濟〉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此卦荀爽注文並未言及由何卦變來，而虞翻則注：

「〈泰〉五之二。」139由於荀爽未言由何卦來，故無法判斷。 

 
（十三）〈未濟〉卦（䷿）。 

張氏推注文，自〈泰〉、〈否〉。此卦荀爽之注文亦未言及由何卦轉變而來，虞翻注：

「〈否〉二之五。」140由於荀爽未說明由何卦而來，故無法判斷。 

以上二十六卦，可發現一個特殊處，即就一陰一陽卦、二陰二陽卦之例子而

言，其實荀、虞二人不合處較多，這可能是因為虞翻將卦變推衍至四陰四陽卦，

而張惠言所舉之某些二陰二陽卦，其實在虞翻的理論中被歸納至四陰四陽處。再

者，觀察荀爽及虞翻之理論，可以發現兩人都有以〈泰〉〈否〉為生卦的來源，也

就是說，在討論三陰三陽這一組別的卦時，重複性高是可以預見的。 
而分析荀爽易注後，也可以發現，荀爽也引用《京房易傳》之八宮世變系統

做為卦變之一種141，徐芹庭於《漢易闡微》中142並未將京房世變說法列為卦變，

然而徐氏並未說明兩者為何不同。由於荀爽之卦變說應在草創，故混入與虞翻不

同系統之說法應是合理的，另一為張惠言所言的與虞翻類似之系統，即：一陰一

陽卦，自〈復〉（䷗）、〈姤〉（䷫）變；二陰二陽卦，自〈臨〉（䷒）、〈遯〉（䷠）變；

三陰三陽卦，自〈泰〉（䷊）、〈否〉（䷋）變；四陰四陽卦，自〈大壯〉（䷡）、〈觀〉

（䷓）變。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三陰三陽卦處，荀爽、虞翻兩人的理論有較多相合之處，

而在一陰一陽、二陰二陽卦處，兩人有較多不合。因此，並不能肯認荀氏卦變理

論與虞氏相同，而分析前文張氏提出之卦變，荀爽易注中之卦變理論，已見後世

論卦變者之輪廓，但從其運用京房八宮卦言卦變，可以看出其卦變理論應尚屬草

創，因此雜入不同系統的卦變說法，但總的來說，虞翻還是繼承不少荀爽之卦變

理論，造成兩人理論間多有重合之處。 
荀爽對後世如虞翻、九家易、蜀才等的卦變理論影響不小，其與虞翻卦變說

大之差異，在於荀爽應尚未將卦變推導至四陰四陽之處，也尚未如虞翻以陰陽

                                                 
137 漢．荀爽注，清．馬國翰輯：《周易荀氏注》，卷中，頁 139。 
138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2，頁 287。 
139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2，頁 302。 
140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2，頁 306。 
141 前文已引，不再引用。參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頁 471。 
142 徐芹庭著：《漢易闡微》，頁 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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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數目作為較系統性的分類討論，這導致了兩人說法有分歧，如：有些卦虞翻認

為是四陰四陽類的，而荀爽並沒有這麼區分，所以張惠言所舉的二十六個例子中，

一陰一陽、三陰三陽類的卦，荀、虞二人的說法是較接近的，相合的部分也 多，

但在二陰二陽、四陰四陽類的卦，兩人說法則相距較遠，這可能是張惠言認為荀、

虞二人理論相合的誤區。蓋張氏對荀爽卦變的理解，多以虞翻之說直接套用在荀

爽之說法上，而碰巧兩人確實有部分是相承繼的，否則格格不入之處將更多且明

顯。 
若說荀、虞二人之卦變說有相關之處，基本上無誤，但虞翻在荀爽之基礎上

確實另有發揮，這也是兩人理論有可以相呼應處之原因。荀爽卦變說與後世（此

處主要指虞翻）不同之處在於其理論加入另一差異較大之系統，即《京房易傳》

的八宮世應系統，但由於例證與資料過少，其實難以推知八宮世應系統的解經方

法在荀爽易注中真正的用途以及意義，故前文中之推論僅是一假說，尚無法持之

以推翻前人之說。但若說荀爽易注中卦變理論曾受到八宮世應系統之影響，則確

實如此，惟無法藉由現有資料推敲出其卦變理論之全貌，此為非常可惜之處，期

待未來出現更多資料，可以補足前文中所提出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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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國至隋唐之卦變理論 

由荀爽至虞翻，卦變理論已蔚然成形，然而虞翻之後由於王弼將《周易》之

解經方向由象數推往義理層次，因此虞翻等人之理論研究者日趨減少，至唐代，

由於孔穎達作《五經正義》時，其中《周易正義》以王弼之注為本，因此研究象

數學者便較難以成為主流，導致研究者減少、理論難以改動創新。 
 

第一節 陸績、姚信及蜀才卦變說 

魏晉時代，由於王弼攻擊象數學，兩漢象數易學連帶受到影響，研究者較少，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中提及虞翻以後的卦變理論研究者，較有名

者為陸績1、姚信2、蜀才3，而以蜀才所存之文獻較多，故下文就陸績、姚信、蜀

才等人之理論，討論其卦變理論之梗概，以及與前人之異同處。 
 

一、陸績卦變說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三國志》記載陸績曾與

袁術（155-199）有過接觸4。陸績長於星歷算數，並與當時易學大家虞翻有來往5，

簡博賢於《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中考察陸績著作有：《周易注》、《周易日月

變例》、《太玄經注》、《玄測》、〈渾天圖〉、《京房易傳注》。6其易注亡佚於宋7，輯

佚本有明．姚士粦《陸氏易解》8，清．張惠言《易義別錄．周易陸氏》9、馬國翰

《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陸氏述》10、黃奭《黃氏佚書考．易述》11等。 
簡博賢於《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中接受張惠言於《易義別錄》中之說

                                                 
1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臺北：三民書局，1986 年），頁 74。引清．張惠言：《易

義別錄》，收錄於《皇清經解易類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錄出版年及版本），卷 1239，

頁 23。簡氏以是認為陸績有探討卦變之說法。 
2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 80。認為姚信有討論卦變之說。 
3 原文：「蜀才說易，卦變是尚。」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 87。 
4 原文：「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賔客而

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

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88。 
5 原文：「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

皆與績友善。」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7，頁 1088。 
6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 71-72。 
7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 72。 
8 吳．陸績撰，明．姚士粦輯，清．孫堂增補：《陸氏周易述（及其他四種）》（北京市：中華書局，

1991 年，據《八史經籍志本》排印），頁 1-32。 
9 清．張惠言：《易義別錄》，收錄於《皇清經解易類彙編》，卷 1239，頁 23-29。 
10 吳．陸績撰，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陸氏述》（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據

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頁 149-157。 
11 清．黃奭輯：《陸績易述》（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據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

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影印），頁 44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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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認為陸績有卦變說，然而張惠言於《易義別錄》言： 

其（陸績）注《京氏傳》〈損〉（䷨）云：「〈乾〉九三變六三，陰柔益上。」

則亦從〈泰〉來。12 

張惠言認為「〈乾〉九三變六三」是指〈泰〉卦（䷊）九三與上六互換，所以張氏

認為這是以升降為主的虞翻卦變說法，然而若重回《京氏易傳》之脈絡來看，由

《京氏易傳．大畜》（䷙）：「六三應上九，上有陽九，反應六三，成于〈損〉道，

次降〈損〉卦。」13可以知道：〈損〉卦的六三是由〈大畜〉卦的六三爻而來，因

〈大畜〉卦三爻與上爻互應，但以上九陽爻為主，因此〈大畜〉卦六三不變，進

入下一卦〈損〉卦。 
陸績並非以卦變說此卦，而是以京房易的系統說明之，因此，張惠言認為的

陸績卦變說應有誤。張氏於《易義別錄》又言：「〈訟〉（䷅）四，〈乾〉變而〈巽〉

（☴）。」、「〈比〉（䷇）初變而得正。」、「〈困〉（䷮）三變之〈大過〉（䷛）。」等

例說明14，觀察〈損〉卦卦畫（䷨），三爻為陰，因此陸績可能是使用旁通來說明

〈損〉卦，也就是某卦的九三旁通為六三，成〈損〉卦，考察卦畫後，發現應指

〈大畜〉卦，其卦畫與〈損〉卦僅三爻陰陽相反，餘皆相同，亦與前引《京氏易

傳》之說法相符。 
以上述論證，可說明陸績之易學恐無卦變之說法，而是以《京氏易傳》與龐

通之說法解經，而簡博賢係承張惠言之說法亦可知。 
 

二、蜀才生平及其卦變理論 

蜀才其人生平姓名多有爭論，程元敏考證後，認為蜀才非其本來姓名，其本

來姓名應為范寂字無為15，又因養生有術，年百餘歲，蜀人奉其為仙，稱長生，因

此又名范長生（後文仍稱蜀才）。其易注應亡佚於唐宋之際16，輯佚本有馬國翰《玉

函山房輯佚書》17、黃奭《黃氏佚書考》18、徐芹庭《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19，

後文使用《玉函山房輯佚書》本與李鼎祚《周易集解》參看。蜀才之卦變理論，

其梗概大略如下（表 7）： 

                                                 
12 清．張惠言：《易義別錄》，收錄於《皇清經解易類彙編》，卷 1239，頁 23。 
13 漢．京房著，吳．陸績註，明．范欽校訂：《京氏易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百部叢

書集成》所收范氏二十一種奇書本）卷上，頁 21。 
14 此三例皆出於清．張惠言：《易義別錄》，收錄於《皇清經解易類彙編》，卷 1239，頁 23。 
15 原文：「長生名寂字無為，唐以前人無說。」程元敏：《三國蜀經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頁 99。 
16 原文：「蜀才易注：《七志》、《七錄》、《經典釋文》、《隨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

唐書．藝文志》皆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原文缺直齋二字）書錄解題》、《宋史．

藝文志》皆不著錄，蓋佚於唐宋之際。」程元敏：《三國蜀經學》，頁 100-101。 
17 蜀．范長生：《周易蜀才注》，收於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冊 1，頁 214-218。 
18 清．黃奭輯：《黃氏逸書考．范長生易注》，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冊 1206（上海市：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9 年，據清．道光黃氏刻《民國二十三年江都朱長圻補刊本》影印），頁 695-699。 
19 徐芹庭：《魏晉七家易學之研究》，收於《成文經緯叢書》冊 4（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 年），

頁 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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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蜀才卦變整理表 
卦名  生卦來源  備註 

一陰一陽卦 

〈師〉（䷆）  此本〈剝〉（䷖）卦。 

案：「上九降二，六二升

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

順也。」20 

〈比〉（䷇）  此本〈師〉（䷆）卦。 

案：「六五降二，九二升

五，剛往得中，為比之

主。故能原究筮道，以求

長正而无咎矣。」 

〈同人〉（䷌） 
此本〈夬〉（䷪）卦。九

二升上，上六降二。 
 

二陰二陽卦 

〈臨〉（䷒） 

此本〈坤〉（䷁）卦。剛

長而柔消，故大亨利正

也。 

案：「〈臨〉十二月卦也。

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

月，凡歷八月，則成〈否〉

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

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

斯之謂也。」 

〈需〉（䷄）  此本〈大壯〉（䷡）卦。

案：「六五降四，有孚，

光亨，貞吉。九四升五，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訟〉（䷅）  此本〈遯〉（䷠）卦。 
案：「二進居三，三降居

二，是剛來而得中也。」

〈无妄〉（䷘）  此本〈遯〉（䷠）卦。 

案：「剛自上降，為主於

初，故｢動而健，剛中而

應｣也。於是乎邪妄之道

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

亨，乃天道恒命也。」 

〈大畜〉（䷙）  此本〈大壯〉（䷡）卦。

案：「剛自初升，爲主於

外。剛陽居上，尊尚賢

也。」 

〈晉〉（䷢）  此本〈觀〉（䷓）卦。 
案：「九五降四，六四進

五，是柔進。」 

〈明夷〉（䷣）  此本〈臨〉（䷒）卦也。

案：「夷，滅也。九二升

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

也。明入地中，則明滅

也。」 

〈觀〉（䷓）  此本〈乾〉（䷀）卦。 
案：「柔小浸長，剛大在

上，其德可觀，故曰：｢

                                                 
20 此處案語應為李鼎祚所加，馬國翰輯佚時一併輯入。後文案語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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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觀在上｣也。」 

三陰三陽卦 

〈泰〉（䷊）  此本〈坤〉（䷁）卦。   

〈隨〉（䷐） 

此本〈否〉（䷋）卦。剛

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

上。 

 

〈咸〉（䷞）  此本〈否〉（䷋）卦。 

案：「六三升上，上九降

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

交感，以相與也。」 

〈恆〉（䷟）  此本〈泰〉（䷊）卦。 

案：「六四降初，初九升

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

〈乾〉與〈坤〉，雷也。

分〈坤〉與〈乾〉，風也。

是雷風相與，巽而動也。」

〈損〉（䷨）  此本〈泰〉（䷊）卦。 

案：「〈坤〉之上九，下處

〈乾〉三。〈乾〉之九三，

上升〈坤〉六。損下益上

者也。陽德上行，故曰：

｢其道上行｣矣。」 

〈益〉（䷩）  此本〈否〉（䷋）卦。 

案：「〈乾〉之上九下處

〈坤〉初。〈坤〉之初六，

上升〈乾〉四。損上益下

者也。 

〈旅〉（䷷） 

〈否〉（䷋）三升五，柔

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

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

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

也。 

 

〈否〉（䷋）  此本〈乾〉（䷀）卦。   

*整理自蜀．范長生：《周易蜀才注》，收於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冊

1，頁 214-218。六十四卦中未列出者，為未注或已亡佚。 
 
蜀才之卦變理論，大抵與虞翻相同，皆以「升降」說為主，其生卦的過程也與虞

翻類同，為：〈乾〉〈坤〉→十辟卦→五十二卦，同樣也可以由這一過程見及陰陽

二氣的消長變化。另一特點是規定各卦的生卦來源為一個，如虞翻在〈旅〉卦（䷷），

注：「〈賁〉（䷕）初之四，〈否〉（䷋）三之五，非〈乾〉〈坤〉往來也，與〈噬嗑〉

之〈豐〉同義。」21可看出在虞翻的理論中，〈大過〉卦有兩種解釋方式，也就是

兩種生卦來源，然而在蜀才的注文中，則注：「〈否〉（䷋）三升五。」也就是其選

擇使用〈乾〉〈坤〉→十辟卦→各卦的生卦模式來注經，不同系統的解釋方式便選

擇丟棄。 

                                                 
21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11，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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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蜀才及虞翻卦變理論比較 

在觀察虞翻與蜀才的卦變理論後，可以在一陰一陽卦中的〈比〉卦處發現，

蜀才與虞翻相同，皆採用破例的方法注解，即：不遵守〈乾〉〈坤〉→十辟卦→各

卦這一個生卦的過程，這個破例高懷民解釋為為了依照經文而破例，高氏言： 

虞翻卦變雖然也如荀爽升降樣，有許多違例之處，但它可以說是一套有理

則、有系統、而又包括周全的卦變，為了受注經的限制，及身未能竟其全

功。22 

可知虞翻確實為了牽合經文，而使其卦變說有自違其例的情況發生，而後高氏又

言：「蜀才易的內容，就李氏集解所引來看，乃全採用虞翻卦變之說以注易。」23由

此可知，蜀才與虞翻二人在易學上確實有繼承之關係。 
參考《周易集解》，〈師卦．上六．爻辭〉「開國承家」句，虞翻注： 

承，受也。〈坤〉為國。二稱家。謂變〈乾〉為〈坤〉，欲令二上居五，為

〈比〉，故開國承家。24 

由虞翻之注文可得知虞氏為釋此句，將〈師〉卦變為〈比〉卦，因此在〈比〉卦

處，虞翻注為：「〈師〉二上之五得位。」25認為比卦由〈師〉卦來是可以理解的，

而蜀才接受此一說法，也因此可藉此卦為例，看出蜀才與虞翻兩人卦變理論的相

繼承之處，在〈師〉卦、〈同人〉卦處，虞翻未注，而蜀才則注自〈剝〉卦、〈夬〉

卦來，這或許能視為蜀才對虞翻卦變理論的補充。 

二陰二陽組中，〈臨〉卦蜀才注：「此本〈坤〉卦（䷁）。」虞翻認為〈臨〉卦

（䷒）為「陽息至二」26。可由虞翻的說法知為陽氣由〈復〉卦（䷗）的一個陽爻，

增加（代表天氣逐漸變為夏季）為兩個陽爻，蜀才認為此卦由〈坤〉（䷁）來，則

可知蜀才排列方式應為： 

〈坤〉（䷁）→〈復〉（䷗）→〈臨〉（䷒）→〈泰〉（䷊）→〈大壯〉（䷡）→〈夬〉

（䷪）代表冬季至接近夏季時的陰陽變化。 

而〈觀〉卦（䷓）蜀才注：此本〈乾〉卦（䷀）。則可知其排列為： 

〈乾〉（䷀）→〈姤〉（䷫）→〈遯〉（䷠）→〈否〉（䷋）→〈觀〉（䷓）→〈剝〉（䷖），

代表夏季至接近冬季時的陰陽消長。 
由此可知蜀才之卦變理論，在〈乾〉〈坤〉→十辟卦的過程中，講述得更加完

整，概因虞翻在注解〈乾〉〈坤〉以外的十辟卦時，僅提及陰消或陽息，然而此十

辟卦其實為一連續性的陰陽消長過程，因此僅就虞翻之說法並無法確實解釋除〈乾〉

〈坤〉二卦之外十卦究竟該如何以卦變理論解釋，因此蜀才之卦變理論，應為虞

翻卦變理論之補充，從其理論，可看出其擴充虞翻之說法，使其說更為清晰。 
在三陰三陽組中，可看出蜀才將虞翻未說明清楚的生卦過程說明清楚，如〈咸〉

                                                 
22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13。 
23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41。 
24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3，頁 60。 
25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3，頁 61。 
26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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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虞翻注：「〈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若依照先前即理解的規則，

其實已可知道〈咸〉卦為〈否〉卦所變，但虞翻不知為何以六子卦的模式註解，

而蜀才則注：「此本〈否〉卦（䷋）。」可知其徹底的以荀爽至虞翻沿襲的升降系統

作註解，今存的《蜀才注》中，未見如荀爽之八宮世變系統，亦未見如虞翻的乾

坤六子卦的註解方式，而是單純地只使用升降作為卦變理論的操作方式。〈恆〉卦

（䷟）處，虞翻注：「〈乾〉初之〈坤〉四。」而蜀才則注：「此本〈泰〉卦（䷊）。」

也同樣可以目之為蜀才將生卦來源規定為「一個六畫卦」，而不使用其他的注解方

式。 

觀察蜀才注解各卦時，另可發現其卦變多倚〈彖傳〉立說，如：〈同人〉卦（䷌）

蜀才注：「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同人．彖傳〉則言：「〈同

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27可以發現蜀才將〈夬〉卦上六降為六二，成〈同

人〉，並以此呼應〈彖傳〉柔得位（二爻陰位，需陰爻始得位）得中（凡居二、五

爻，皆曰得中）的說法。又如：〈隨〉卦（䷐）蜀才注：「此本〈否〉（䷋）卦。剛

自上來居初，柔自初而升上。」〈隨．彖傳〉：「剛來而下柔。」28蜀才將〈否〉卦

上九降為初九，初六上升為上六，轉為〈隨〉卦，並將這個過程與〈彖傳〉結合，

剛來（上九降為初九）下柔（應指陽爻居於初，卑於〈隨〉卦六二、六三、上六

三個陰爻）。 
綜合上列之整理及論述： 

（一）蜀才的卦變說即是繼承虞翻而來的。 

由其討論各卦的生卦來源，皆由十二辟卦取，即便有不合之處，也與虞翻相同，

而十二辟卦則由〈乾〉〈坤〉為生卦來源，與前文所討論虞翻之生卦過程相同，因

此可知其卦變理論與虞翻應有繼承關係。 
 

（二）將生卦來源規定為一個。 

如此注經之優點在於：可以避免虞翻理論中出現的兩個或更多的生卦來源，亦同

時避免解讀上的混亂。 
 

（三）直述卦變來源。 
虞翻有時會使用「〈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初之〈坤〉四。」

的方式敘述，但較不能直接理解究竟由何卦變來。 
 

（四）訂定辟卦生卦來源。 
如：虞翻使用的「陽息陰。」、「陰消乾也。」、「陽決陰，息卦也。」等，其實並

未說明清楚究竟由〈乾〉或由〈坤〉變來，而蜀才則一一規定清楚。 
 

（五）不採用辟卦以外的生卦模式。 
前文提及虞翻使用四正卦作為輔助十二辟卦無法或難以言及之生化之卦，但觀察

蜀才的卦變說法，其僅使用〈乾〉〈坤〉→十辟卦→各卦這一個生卦過程，四正卦

在其卦變說中是無法看見的。 
 

                                                 
27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4，頁 85。 
28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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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倚〈彖傳〉立說。 
如：前引之〈同人〉卦、〈隨〉卦之例，亦可知程元敏評蜀才「恪宗儒學，不雜玄

理。」29為真，其理論不涉及《老》、《莊》，而以卦變解易。 

謝綉治於《魏晉象數易學研究》中提及蜀才有違例之卦，即〈比〉（䷇）卦，

蜀才注：「此本〈師〉（䷆）卦。」其以為〈師〉卦並非十二辟卦之一，於理無法有

生化他卦之功能。30若回歸〈彖傳〉觀看，〈比卦．彖傳〉：「以剛中也。」31，李鼎

祚於〈比卦．彖傳〉之案語：「六五降二，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為〈比〉之主。」

可知李氏認為有一外卦之陽爻進入〈比〉卦五爻，成為九五，符合〈彖傳〉以剛

中的傳文，因此蜀才選擇〈師〉卦作為〈比〉卦生卦之源，極有可能是荀爽陽升

陰降說的殘留。 
觀察同為一陽五陰之〈剝〉、〈豫〉、〈謙〉、〈師〉、〈復〉等五卦，〈剝〉卦為十

二辟卦之一；〈豫卦．彖傳〉：「剛應而志行。」32虞翻注：「〈復〉初之四。」恰好

〈復〉卦唯一的陽爻與〈豫〉卦唯一的陽爻初、四相應，可能虞翻為了符應〈彖

傳〉所言，取〈復〉初九與〈豫〉九四相應來解釋；〈謙卦．彖傳〉則言：「天道

下濟。」33，因此虞翻注：「〈乾〉上九來之〈坤〉。」亦是為了符合〈彖傳〉之傳

文；〈師卦．彖傳〉未言往來34，但蜀才注：「此本〈剝〉（䷖）卦。」應可知其認

為〈師〉卦唯一之陽爻為外卦來，而其選擇〈剝〉卦，可能為符合〈剝卦．大象

傳〉：「上以厚下，安宅。」35的說法。而〈師〉卦九二又恰與〈比〉卦九五相應，

故而其選擇〈師〉卦做為〈比〉卦之生卦來源應可以理解成為了符合經傳所言，

這同樣與虞翻理論相吻合，亦合於高懷民對荀爽、虞翻的評價36。 
 

四、姚信卦變理論 

本節主要討論姚信之卦變理論，以及其對前人說法的繼承，並觀察其是否在

前人之說法上有所創新。 
姚信之生平，史書中無專志記載，其事蹟散見於不同史書，如：《陳書．姚察

傳》：「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纔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37《晉書．儒林

                                                 
29 程元敏：《三國蜀經學》，頁 116。 
30 原文：「如〈比〉卦，蜀才說此本〈師〉卦，〈師〉並非辟卦，並不能生他卦，且〈比〉卦是一

陰五陽之卦，當自〈復〉卦來。」謝綉治：《魏晉象數易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0 年），收錄於《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第 7 編，第 2 冊，頁 157。 
31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2，頁 37。 
32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2，頁 48。 
33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2，頁 47。 
34 〈師卦．彖〉：「〈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

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可發現其僅提及剛中而應，並未提及此卦之剛柔上下往來等語。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2，頁 35。 
35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3，頁 64。 
36 原文：「虞翻卦變雖然也如荀爽升降樣，有許多違例之處，但它可以說是一套有理則、有系統、

而又包括周全的卦變，為了受注經的限制，及身未能竟其全功。」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13。 
37 唐．姚思廉撰：《陳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

卷 27，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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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范）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38簡博賢於《今

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中考定其生卒約39為：（207？-267？）40姚信為陸遜外甥41，

字元直，一字德祐。42曾受業於范平，其著作有：《周易注》、〈昕天論〉、《士緯》、

《新書》、《集》、《誡子》等。周易注之輯佚本有孫堂《漢魏二十一家易注》、馬國

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黃氏佚書考》、張惠言《易義別錄．周易姚氏義》。 
姚信卦變理論整理： 

〈旅〉卦（䷷）：「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 
雖然僅有一條注文，但仍可以觀察到： 

（一）依循辟卦為生卦之源的模式。 
（二）不採用〈乾〉〈坤〉→十辟卦→各卦以外的生卦模式。 

如：虞翻注〈旅〉卦（䷷）時，提出了〈賁〉（䷕）初之四、〈否〉（䷋）三之五兩

個生卦來源，但蜀才、姚信二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否〉三之五這個生卦過程，

由此可以知道姚氏與蜀才皆有意識地將卦變理論統一為〈乾〉〈坤〉→十辟卦→各

卦的模式。 
由整理之注文，可發現在荀爽、虞翻之後，卦變理論仍在繼續發展，且後世

學者也在荀、虞二人的理論基礎上，持續建構以及試圖完善卦變理論的，由蜀才

的卦變理論，可以確知其卦變說是繼承於虞翻，所不同者為蜀才對虞翻不能自圓

其說處提出的彌補與改善，如：規定除〈乾〉〈坤〉、十辟卦外，皆自十辟卦生，

而此規則的例外，與虞翻相同，是為了合乎經、傳所述。規定各卦生卦來源僅一

個，若有多個生卦來源，則取十二辟卦。將虞翻未注清楚的部分重新注解，如十

辟卦中，何卦為〈乾〉卦所生，何卦為〈坤〉卦所生，此一問題虞翻並未註解清

楚，蜀才則將之重新注解，將卦變理論往〈乾〉〈坤〉→十辟卦→各卦的形式轉變。 
姚信則因現存文獻過少，僅能由其生卦的方式約略得出應同樣使用虞翻的卦

變理論，以十二辟卦為生卦來源，且不採用〈乾〉〈坤〉→十辟卦→各卦以外的生

卦模式，與蜀才相同，皆有使理論更加統一的趨向。 
 

第二節 南北朝以及隋唐卦變說 

南北朝時代之易學著作今多已亡佚，今多存於清人所輯佚之著作中，而南朝

之易學家，由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與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黃

                                                 
38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

卷 91，頁 1150。 
39 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頁 78-79。 
40 原文：「顧譚傳謂譚坐徙交州，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是譚卒在赤烏十年（247），年四

十二。逆數推知，當生於建安十二年（207）也。姚信與二顧並為陸遜外生，與譚同居選部。

遜傳置（姚）信與二顧之後；則其生年，當不早於建安十二年也。寶鼎二年（267），信以太常

奉使迎神，時年約六十左右；則其卒年，又在其後矣。」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

頁 79。 
41 原文：「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

注，清．盧弼集解：《三國志集解．吳書》，卷 58，頁 1104。 
42 原文：「《姚信注》十卷，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

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卷 1，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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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43之輯佚來看，言卦變者幾無，故無法討論，北朝

之易學家，以盧氏為今存文獻中可見及討論卦變理論者，後文將討論之。 
隋唐時代，由於《五經正義》的出現，學術開始統一，然而《周易正義》之

易學，實以王弼之說為主，這直接造成象數易學的衰落，也因此，唐代言象數易

學者甚少，其中討論卦變理論者更為稀少，後文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之侯果

為討論對象，試圖見及唐代卦變理論的發展。 
 

一、北朝盧景裕卦變理論 

盧氏之名，引自《周易集解》，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周易盧氏

注》44，馬氏考《後魏書》，有盧景裕作《易注》，但不敢確定其輯佚是否為者盧景

裕所作45，因此僅題《周易盧氏注》，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亦從之，

題《盧氏周易注》46，後文亦從之，稱其為盧氏。徐芹庭《易學源流》亦認為盧氏

即景裕。47關於盧景裕其人，《魏書．儒林傳》、《北史．盧玄、盧柔、盧觀、盧同、

盧誕傳》亦有載，後文略述其生平。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48，范陽涿人49，曾任國子博士，永禧初年循例解

任，天平年間還鄉。50高歡曾延請景裕教導其子51，曾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52其易注大行於世。53盧氏卦變理論之梗概，整理如下

                                                 
43 黃慶萱：《魏晉南北朝易學書考佚》（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5 年）。 
44 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盧氏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據清同治十年

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冊 1，頁 259-261。 
45 原文：「盧氏未詳何人，《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有《盧氏注周易》十卷，不載其

名。《正義》及李鼎祚《集解》引之凡二十節，亦僅稱盧氏而已。考《後魏書．盧景裕傳》（應

為《魏書．儒林傳》）……景裕注《周易》……所注《易》大行於世，由此觀之，則盧氏注《易》

審為景裕……茲既考定為景裕，而不敢直標其名，仍題盧氏，闕疑也。」清．馬國翰輯：《玉

函山房輯佚書．周易盧氏注》，冊 1，頁 259。 
46 原文：「馬國翰據《魏書．盧景裕傳》（應為《魏書．儒林傳》）所載『景裕專經為學』、『所注《易》，

大行於世之語』，謂盧氏即景裕；……然國翰不直標其名，而題曰盧氏者；蓋闕疑也。茲從其

說，仍題盧氏焉。」簡博賢：《今存南北朝經學遺籍考》（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5 年），頁 109。 
47 原文：「蓋南北朝隨唐間盧氏治易而有書者，唯景裕耳。」徐芹庭：《易學源流》，頁 550-551。 
48 原文：「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唐．李延壽撰：《北史》（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

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 30，頁 485。 
49 原文：「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北齊．魏收撰：《魏書》（臺北：藝文印書

館，未著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 84，頁 925。 
50 原文：「前廢帝（指北魏節閔帝元恭，498-532）初，除國子博士，……永熙（532-534）初，以

例解。天平（534-537）中，還鄉里。」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84，頁 925。；原文：「節

閔初，除國子博士，……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唐．李延壽撰：《北史》，卷

30，頁 485。 
51 原文：「齊獻武王（高歡）……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北齊．魏

收撰：《魏書》，卷 84，頁 925。；原文：「齊神武（高歡）命……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

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唐．李延壽撰：《北史》，卷 30，頁 486。 
52 原文：「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北齊．魏收撰：《魏書》，

卷 84，頁 925。；原文：「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唐．

李延壽撰：《北史》，卷 30，頁 486。 
53 原文：「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北齊．魏收撰：《魏書》，卷 84，頁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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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表 8：盧氏卦變整理表 
卦名  生卦來源 

〈噬嗑〉卦（䷔） 

此本〈否〉卦（䷋）。〈乾〉之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

六，分升〈乾〉五，是剛柔分也。分則雷動於下，電照於上，

合成天威，故曰：「雷電合而成章。」也。 

〈剝〉卦（䷖）  此本〈乾〉卦（䷀）。群陰剝陽，故名為〈剝〉也。 

〈渙〉卦（䷺） 

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

水流而不窮也。〈坤〉之六二，上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

承貴王，與上同也。 

〈節〉卦（䷻） 
此本〈泰〉卦（䷊）。分〈乾〉九三升〈坤〉五，分〈坤〉六五

下處〈乾〉三，是剛柔分而剛得中也。 

*整理自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盧氏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據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冊 1，頁 259-261。 
 
盧氏之理論與虞翻類同，可觀察出卦變理論自虞翻以來，遠離荀爽陽升陰降之理

論，如：〈否〉卦轉變為〈噬嗑〉卦，〈否〉卦九五降為初九；初六升為六五，其

實已違反荀爽陽爻在五、陰爻在二的說法。又如：〈否〉卦轉變為〈渙〉卦，〈否〉

卦九四降為九二；六二升為六四，兩者都是違反陽升陰降說法的生卦方法。 
觀察盧氏之理論，同樣也可以發現其在十二辟卦處與蜀才相同皆特別指明是

由〈乾〉或〈坤〉卦而來，與蜀才相同皆有將虞翻理論補充、說明清楚的想法，

且其體例與蜀才相同，皆直接言此本某卦，與虞翻言某卦某爻之某爻不同。 
雖然自虞翻以來便違反荀爽升降之說法，但仍能由上述見及卦變理論已然遠

離荀爽升降之說法，朝向自行演變的方向繼續演進。 
 

二、侯果卦變理論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侯氏注》序言： 

《周易侯氏注》三卷，侯果撰。果名於史志無考。惟《唐書．儒學列傳．

褚無量傳》云：『始，無量與馬懷素為侍讀，後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

行果亦踐其選。』55意侯行果即侯果，唐人多以字行，果名，而行果其字也。
56 

由上述，馬國翰認為侯行果即為侯果，陳旭東於《唐代易學著述考證》中亦贊成

馬國翰之說法，認為侯果即侯行果57。侯行果（？-？），上谷人，曾任國子司業、

                                                                                                                                               
原文：「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唐．李延壽撰：《北史》，卷 30，頁 486。 

54 主要整理自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盧氏注》，冊 1，頁 259-261。 
55 宋．歐陽修撰：《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著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景印），卷 200，

頁 2266。 
56 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冊 1，頁 269。 
57 原文：「侯果，兩《唐書》不載其人。馬國翰考證，侯果即侯行果。」陳旭東：《唐代易學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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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皇太子讀58、集賢直學士59，後為上陽宮十八學士之一60。過世後受贈慶王傅。 
《唐書》記載其曾勘訂封禪之儀注61，善易62。 

惟侯果姓名無載於史志，且考察《漢書．藝文志》63、《隋書．經籍志》64、《舊

唐書．經籍志》65，俱無姓侯之易家，而檢閱宋代之《崇文總目．易類、卜筮類、

天文占書類、曆數類、五行類》、《郡齋讀書志．易類》66、《崇文總目輯釋補正》67、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易類》68、《中興館閣書目輯考．易類》69、《中興館

閣續書目輯考．易類》70、《直齋書錄解題．易類》71、《遂初堂書目．周易類》72，

皆僅於李鼎祚《集解》之題解中提及侯果一名，餘皆無提及，以是難以考察侯果

其人，後文姑從李鼎祚之成書年代，將其列於唐代。後文（表 9）列侯果卦變理論

梗概： 
  

                                                                                                                                               
考證》（福州市：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2012 年），頁 87。 

58 原文：「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宋．歐陽修撰：《唐書》，

卷 200，頁 2272。 
59 原文：「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

敬會真於說。」宋．歐陽修撰：《唐書》，卷 200，頁 2271-2272。 
60 原文：「𤣥宗開元中，於上陽宫含象亭，以張説、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隐、康予（依唐

書．儒學列傳．康子元傳改作子）元、侯行果……為十八學士。」元．白珽：《湛淵靜語》（臺

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據清．乾隆鮑廷博校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影印），收於《百部叢

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卷 2，頁 31。 
61 原文：「十三年，有事泰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大常少卿韋縚、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

博士侯行果刋定儀注。」宋．歐陽修撰：《唐書》，卷 14，頁 176。 
62 原文：「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

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宋．歐陽修撰：《唐書》，

卷 200，頁 2272。 
6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註出版年，據清乾隆武

英殿刊本景印），卷 30，頁 676-677。 
64 唐．長孫無忌等撰：《隋書．經籍志．經部》（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註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

殿刊本景印）卷 32，頁 468-472。 
65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經籍志上．易類》（臺北：藝文印書館，未註出版年，據清乾隆武

英殿刊本景印），卷 46，頁 948-949。 
66 宋．王堯臣等編次、宋．晁公武著，王雲五主編：《崇文總目．易類、卜筮類、天文占書類、曆

數類、五行類、郡齋讀書志．易類》，收於《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68 年，未註明版本），卷 1，頁 1-6、卷 4，229-265、卷 1 上，頁 13-30。 
67 陳漢章撰：《崇文總目輯釋補正》，收於《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宋代卷》，冊 1，（北京市：中

華書局，2006 年，未註明版本），卷 1，頁 217-219。 
68 宋．紹興中改定，葉德輝考證：《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易類》，收於《宋元明清書目題跋

叢刊．宋代卷》，冊 1，卷 1（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年，光緒癸卯仲春《葉氏觀古堂刊》），

頁 251-253。 
69 宋．陳騤等撰，趙士煒輯考：《中興館閣書目輯考．易類》，收於《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宋

代卷》，冊 1（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年，未註明版本），卷 1，頁 365-367。 
70 宋．張攀等撰，趙士煒輯：《中興館閣續書目輯考．易類》，收於《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宋

代卷》（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 年，未註明版本），冊 1，頁 447 
71 宋．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收於《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宋代卷》，冊 1（北京

市：中華書局，2006 年，《武英殿聚珍版》），卷 1，頁 507-521。 
72 宋．尤袤撰：《遂初堂書目．周易類》，收於《百部叢書集成．《海山仙館叢書》》（臺北：藝文印

書館，1967 年，未註明版本），頁 1-2。 



 

60 

 
表 9：侯果卦變整理表 

卦名  生卦來源 

〈隨〉卦（䷐）  〈坤〉為晦，〈乾〉之上九來入〈坤〉初。 

〈噬嗑〉卦（䷔） 〈坤〉之初六上升〈乾〉五，是柔得中而上行。 

〈頤〉卦（䷚）  此本〈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 

〈遯〉卦（䷠）  此本〈乾〉卦。 

〈大壯〉卦（䷡） 此卦本〈坤〉。 

〈既濟〉卦（䷾） 此本〈泰〉（䷊）卦。 

*整理自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侯氏注》，冊 1，頁 269-282。 
 
與蜀才、盧氏等人做比較，可發現侯果似有以某爻為主的概念，如：〈否〉卦以兩

爻移易而變為〈隨〉卦，而侯氏僅注一爻（〈否〉上九降為初九）解釋卦變，似有

以某爻為該卦主體的痕跡；〈噬嗑〉卦僅論〈否〉卦初六升為六五，應是相同的概

念。雖然虞翻採取的注解方式與侯果類同，皆僅注一爻來說明，然而自蜀才開始，

注解之體例多兩爻皆說明，而侯果與蜀才等人之注解體例不同，應是值得注意的，

陳旭東於其著作中亦提及此一現象，其言： 

王弼雖以玄理解易， 但並不是完全廢棄象數。如卦主說的思想雖源於〈易

傳〉， 但明確宣導卦主說的則是王弼。侯果注〈小畜〉卦言：「四為畜主」； 

注〈履卦．九四．小象傳〉言：「履乎兌主」；注〈同人卦．六二．小象傳〉：

「二為〈同人〉之主」；〈大有卦．六五．小象傳〉：「為卦之主」，屬「一陰

主五陽」為卦主的情況。他注〈豫卦．彖傳〉：「四為卦主，五陰應之」，則

屬「一陽主五陰」為卦主的情況。侯果運用卦主說注易時，還用到二五為

尊以尊為主以及一卦中二爻同為卦主的情況，但其一陰一陽的卦主說，沿

襲王弼所創的易例，是顯而易見的。由此可見，王弼易學作為官學，在唐

代的影響之巨大。73 

可知侯果之易注確實受到王弼以來唐代官方經學系統之影響，亦可側面證明前述

僅注一爻解釋卦變的現象，是受到王弼易注之影響，但今存侯氏之易注甚少，無

法對此不同處再加以更深入的論述。 
 

三、虞翻、蜀才、姚信、盧氏、侯果卦變理論之比較 

本節主要探討自虞翻開始，歷陸績、蜀才、姚信、盧氏、侯果等人之發展、

討論之卦變理論，產生了哪些與虞翻承襲與相異的部分。（表 10）為統整前述諸家

卦變理論之梗要： 
  

                                                 
73 陳旭東：《唐代易學著述考證》，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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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虞翻、蜀才、姚信、盧氏、侯果卦變統整表 
卦名  虞翻  蜀才  姚信  盧氏  侯果 

〈師〉（䷆）  未注。 
此本〈剝〉（䷖）

卦。 
     

〈比〉（䷇） 
〈師〉（䷆）二上

之五。 

此本〈師〉（䷆）

卦。 
     

〈同人〉

（䷌） 
未注。 

此本〈夬〉（䷪）

卦。 
     

〈臨〉（䷒）  陽息至二。 
此本〈坤〉（䷁）

卦。 
     

〈需〉（䷄） 
〈大壯〉（䷡）四

之五。 

此本〈大壯〉

（䷡）卦。 
     

〈訟〉（䷅） 
〈遯〉（䷠）三之

二。 

此本〈遯〉（䷠）

卦。 
     

〈无妄〉

（䷘） 

〈遯〉（䷠）上之

初。 

此本〈遯〉

（䷠）。 
     

〈大畜〉

（䷙） 

〈大壯〉（䷡）初

之上。 

此本〈大壯〉

（䷡）卦。 
     

〈晉〉（䷢） 
〈觀〉（䷓）四之

五。 

此本〈觀〉（䷓）

卦。 
     

〈明夷〉

（䷣） 

〈臨〉（䷒）二至

三。 

此本〈臨〉（䷒）

卦。 
     

〈觀〉（䷓） 
〈觀〉，反臨（䷒）

也。 

此本〈乾〉（䷀）

卦。 
     

〈泰〉（䷊）  陽息陰。 
此本〈坤〉（䷁）

卦。 
     

〈隨〉（䷐） 
〈否〉（䷋）上之

初。 

此本〈否〉（䷋）

卦。 
   

〈坤〉為

晦，〈乾〉

之上九

來入

〈坤〉

初。 

〈咸〉（䷞） 

〈坤〉三之上成

女，〈乾〉上之三

成男。 

此本〈否〉（䷋）

卦。 
     

〈恆〉（䷟） 
〈乾〉初之〈坤〉

四 
此本〈泰〉（䷊）

卦。 
     

〈損〉（䷨） 
〈泰〉（䷊）初之

上。 

此本〈泰〉（䷊）

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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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  虞翻  蜀才  姚信  盧氏  侯果 

〈益〉（䷩） 
〈否〉（䷋）上之

初。 

此本〈否〉（䷋）

卦。 
     

〈旅〉（䷷） 

〈賁〉（䷕）初之

四，〈否〉（䷋）三

之五，非〈乾〉〈坤〉

往來也，與〈噬嗑〉

之〈豐〉同義。 

〈否〉（䷋）三

升五。 

此本

〈否〉

（䷋）

卦。 

   

〈否〉（䷋）  陰消乾。 
此本〈乾〉（䷀）

卦。 
     

〈噬嗑〉

（䷔） 

〈否〉（䷋）五之

〈坤〉初，〈坤〉

初之五。 

   
此本〈否〉

（䷋）卦。 

〈坤〉之

初六上

升〈乾〉

五

（䷋）。 

〈剝〉（䷖）  陰消乾也。     
此本〈乾〉

（䷀）卦。 
 

〈渙〉（䷺） 
〈否〉（䷋）四之

二。 
   

此本〈否〉

（䷋）卦。 
 

〈節〉（䷻） 
〈泰〉（䷊）三之

五。 
   

此本〈泰〉

（䷊）卦。 
 

〈頤〉（䷚） 
〈晉〉（䷢）四之

初。 
     

此本

〈觀〉

（䷓）

卦。 

〈遯〉（䷠） 
陰消〈姤〉（䷫）

二也。 
     

此本

〈乾〉

卦。 

〈大壯〉

（䷡） 
陽息泰。       

此卦本

〈坤〉

卦。 

〈既濟〉

（䷾） 

〈泰〉（䷊）五之

二。 
     

此本

〈泰〉

（䷊）

卦。 

*本表為自行整理，無陸績乃因其實際上並無卦變理論，原因前文已述。 
 
在統整諸家說法後，可發現自蜀才開始，較不直接言由某卦之某爻轉變，而直接

言此本某卦。而又可依（表 10）發現自蜀才開始，雖將十辟卦各自規定為由〈乾〉

或〈坤〉卦而來，但其說法似有可繼續深入探究的部分，首先是十二辟卦的配月，

雖然《易緯．稽覽圖》：「至霣霜時。」鄭玄注：「至九月〈剝〉用事時當霣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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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太陽霓出地上少陽時並而聲微。」鄭玄注：「太陽正月〈泰〉卦。」75可知九月

配〈剝〉卦、正月配〈泰〉卦，然而《易緯．稽覽圖》並未確實註明何月配何卦。

馬國翰輯佚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周易干氏注》則確實標出何卦配何月，分別是：

十一月〈復〉卦（䷗）、十二月〈臨〉卦（䷒）、正月〈泰〉卦（䷊）、二月〈大壯〉

卦（䷡）、三月〈夬〉卦（䷪）、四月〈乾〉卦（䷀）、五月〈姤〉卦（䷫）、六月〈遯〉

卦（䷠）、七月〈否〉卦（䷋）、八月〈觀〉卦（䷓）、九月〈剝〉卦（䷖）、十月〈坤〉

卦（䷁）76，若製成表格則為（表 11）： 
 

表 11：十二辟卦配月及卦畫表 
*自行整理。 

 
此處可發現自蜀才開始之注家，在十辟卦分別由〈乾〉或〈坤〉來有與虞翻不同

的見解，如：〈泰〉卦虞翻注：「陽息陰。」可由此注配合（表 6）知道陽氣由〈臨〉

卦的初、二兩爻增加為初、二、三等三個爻，也因此可知虞翻的註解符合一年之

中陰陽二氣隨時間遞嬗而增或減的情況，又如〈否〉卦，虞翻注：「陰消乾。」可

知陽氣由〈乾〉卦開始逐漸衰退，往〈坤〉卦的方向前進。 

〈泰〉卦蜀才注：「此本〈坤〉（䷁）卦。」、〈觀〉卦蜀才注：「此本〈乾〉（䷀）

卦。」則可由此二例知蜀才將十個辟卦都分為〈乾〉或〈坤〉來：五月〈姤〉卦

至九月〈剝〉卦皆由〈乾〉卦來；十一月〈復〉卦至三月〈夬〉卦皆由〈坤〉卦

來，以此將所有的卦分配至〈乾〉〈坤〉之下，然而由虞翻的注解可知十二辟卦其

實是一個循環往復的系統，依照不同月份陽氣增加或減少，因此其實難以確切分

配由〈乾〉或〈坤〉卦而來，也因此虞翻注解十二辟卦時，其實是將其作為一個

系統，並不將其逐一分割來注解，而蜀才則將其以四月與十月切為兩半作注解，

這可以視為卦變理論在系統化、條理化時所造成的現象。 
蜀才以後如盧氏、侯果亦與蜀才相同，或者說依循蜀才之注解，將十辟卦分

配〈乾〉、〈坤〉兩卦，而其分配的方式，是依照蜀才而非虞翻的，也因此可知道

蜀才是對虞翻以來的卦變理論作出再發揮。 
自荀爽提出升降說、卦變說開始，至虞翻確立卦變理論，而至蜀才又將卦變

理論更加的系統化，其對卦變理論之功有：將生卦來源規定為一個，避免虞翻理

                                                 
74 漢．鄭玄注，（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易緯．稽覽圖》，頁 133。 
75 漢．鄭玄注，（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易緯．稽覽圖》，頁 134。 
76 干寶注〈乾〉卦六爻，初九言：「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

來也。」、九三：「正月之時，自〈泰〉來也。」、九四：「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九

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上九：「四月之時也，……〈乾〉體既備。」注〈坤〉卦

六爻，初六：「五月之時，自〈姤〉來也。」、六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六三：「七

月之時，自〈否〉來也。」、六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六五：「九月之時，自〈剝〉

來也。」、上六：「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晉．干寶撰，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

周易干氏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清．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影印），冊 1，

卷上，頁 194-197。雖然干寶認為〈乾〉〈坤〉之初至五爻，皆由十辟卦來，然而由其註解，

可知十二辟卦分別配哪一個月。 

月份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配卦  復卦  臨卦  泰卦  大壯卦 夬卦 乾卦 姤卦 遯卦 否卦  觀卦  剝卦 坤卦

卦畫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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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出現的兩個或更多的生卦來源、將十辟卦詳細分配至〈乾〉或〈坤〉卦、將

某卦自某卦而來的敘述體例統一，避免如虞翻使用較難以直接看出由何卦而來的

敘述方式。以是，卦變理論在蜀才的發展下，有了更多發揮，餘下如姚信、盧氏、

侯果，基本上都沒有超出蜀才的發揮，可以說虞翻以後至唐代之間，對卦變說

有貢獻者應為蜀才，這亦可由前文整理中，蜀才的卦變理論數量較之姚信等人多

出許多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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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北宋卦變理論 

卦變理論自虞翻、蜀才等人的開創、繼承與流傳，雖然在唐代開始便較少學

者討論與發展，但在宋代出現了與前人不同的說法，如：李之才、朱震、程頤、

蘇軾等人，後文將分析四人對卦變理論的新開展，試圖討論四人各自對卦變理論

的影響。 
北宋時期的卦變理論大致可分為象數取向以及義理取向，象數取向主要有李

之才、朱震為主，其試圖繼續彌合虞翻卦變理論之矛盾處，而義理取向者以程頤、

蘇軾為主，兩人皆試圖跳脫虞翻系統之理論，故而提出變自乾坤來以及與虞翻系

統不同之生卦過程，然而就分析之結果來看程頤之說較為成功，蘇軾所提之說則

有一定程度之問題，故未竟全功。 
 

第一節 李之才、朱震卦變理論 

一、李之才卦變理論 

李之才字挺之，《宋史》載其為青社人，天聖八年（1030）同進士出身。1慶曆

五年（1045）暴卒於懷州官舍。其易學之淵源可考至陳摶（872-989），而後又授《易》

於邵雍2，《宋史．藝文志》亦中無李氏易學專著紀錄，宋史李之才傳亦無錄其易學

著作，目前有關李之才易學流傳者有朱震《漢上易傳》3中所錄之〈變卦反對圖〉

（圖 3 至圖 10）、〈六十四卦相生圖〉（圖 11 至圖 15）二種，後文僅就其所傳之易

圖推演其理論之梗概。 
  

                                                 
1 元．脫脫等修：《宋史》（臺北：藝文出版社，未著出版年，據清乾隆《武英殿本》影印），冊 7，

卷 431，頁 5250。 
2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31，頁 5251。 
3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卦圖》，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

本通志堂經解》，冊 1（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未著錄出版年），卷上，頁 63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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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變六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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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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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4之易例，實出於虞翻之前，然而正式用於解釋《周易》經傳，目前

可見者以虞翻較多5，高懷民認為：「宋代易圖之學興盛，許多易圖都是以反對與旁

通兩個原則下畫成。」6觀察李之才〈變卦反對圖〉，可以發現其藉由上下顛倒，表

現卦的一體兩面，不同的卦與卦之間其實是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以是，除了在〈乾

坤相索三爻變六卦不反對圖第二〉（圖 4）中的六個卦以及〈乾〉〈坤〉兩卦以外，

餘下五十六個卦，都可以使用反對這個易例表示。 
觀察李之才此一易圖，可以發現自〈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圖 5）

開始，〈乾〉卦初九變為初六，成〈姤〉（䷫）卦後，此陰爻逐爻上升，變為〈同人〉

（䷌）、〈履〉（䷉），同時〈姤〉、〈同人〉、〈履〉又各自反對為〈夬〉（䷪）、〈大有〉

（䷍）、〈小畜〉（䷈）三卦，可知此易圖實際上變化之原則為反對與升降，實仍是

虞翻卦變理論之脈絡，然而細究其圖，可以在（圖 5 至圖 10）等圖之名稱發現，

李之才使用了類似〈乾〉〈坤〉生六子卦的方式作為各圖的來源，即各圖的第一個

卦〈姤〉（䷫）、〈復〉（䷗）、〈遯〉（䷠）、〈臨〉（䷒）、〈否〉（䷋）、〈泰〉（䷊）都是

藉由〈乾〉〈坤〉兩卦互相交索而來7，如：〈姤〉卦即是表示〈坤〉卦初六爻來與

〈乾〉卦相索。 
觀察此〈變卦反對圖〉，可發現其中的升降規則，其實並非如前述所言逐爻上

升，其真實的爻位變動反而是由上往下降的，如〈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

二卦圖第八〉（圖十）中，暫且先不論反對的六卦，可以排列為：〈泰〉（䷊）、〈損〉

（䷨）、〈賁〉（䷕）、〈蠱〉（䷑）、〈井〉（䷯）、〈既濟〉（䷾），可以發現此六卦中，

自〈泰〉卦開始，上方的陰爻逐漸向下下降，而同樣位於（圖九）的〈乾卦三陰

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七〉中的〈否〉（䷋）、〈恆〉（䷟）、〈豐〉（䷶）、〈歸妹〉（䷵）、

〈節〉（䷻）、〈既濟〉（䷾）六個卦，其卦畫的排列也可以看出自〈否〉卦開始，上

方的陽爻亦逐漸向下下降，然李氏〈乾卦下生二陰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圖

7），可以更清楚地說明其爻位之生降規則，就其圖之排列而言，由〈遯〉（䷠）、〈訟〉

（䷅）、〈无妄〉（䷘）、〈睽〉（䷥）、〈兌〉（䷹）、〈革〉（䷰），可略知其卦畫亦是陽

爻逐漸下降，若依其規則逐一排列，可得到〈遯〉（䷠）、〈訟〉（䷅）、〈无妄〉（䷘）、

〈家人〉（䷤）（〈睽〉之反對）、〈中孚〉（䷼）（為前文中無法反對之卦）、〈睽〉（䷥）、

〈大畜〉（䷙）（〈无妄〉之反對）、〈需〉（䷄）（〈訟〉之反對）、〈大壯〉（䷡）（〈遯〉

之反對），可以發現除去無法反對之卦以及某卦反對之卦，其在圖中出現之順序，

                                                 
4 如（圖 3）至（圖 10）所示，反對係指將某一卦之六爻以上下顛倒的方式呈現，如：〈泰〉卦與

〈否〉卦的六個爻即呈現上下顛倒的模式。 
5 原文：「反卦者，六爻反轉也。經卦以此為序，〈彖傳〉等亦以此義為說。虞氏用以解《易》，於

經傳為有徵矣。」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於《屈萬里先生全集》，冊 8，卷下，頁 135。 
6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17。 
7 因李氏〈乾卦一陰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三〉、〈坤卦一陽下生反對變六卦圖第四〉、〈乾卦下生二陰

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五〉、〈坤卦下生二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六〉、〈乾卦三陰各六變

反對變十二卦圖第七〉、〈坤卦下生三陽各六變反對變十二卦圖第八〉，此六圖之名稱，實際上

表示〈坤〉卦來與〈乾〉卦交索，並視其交索幾爻而分類，反之〈乾〉卦與〈坤〉卦交索亦然，

此與〈說卦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

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

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之〈乾〉〈坤〉生六子卦之說法類同，然而因為李之才於此〈變

卦反對圖〉並未明說此義，但李氏於〈六十四卦相生圖〉則有明言此想法，故此〈變卦反對圖〉

應有使用此解易思想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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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圖排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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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可發現五點： 

（一）李之才不採用虞翻卦變理論中有些卦是由〈觀〉（䷓）、〈大壯〉（䷡）生

化而成的說法。 

亦即虞翻理論中，原本會使用的十個辟卦，即：〈復〉（䷗）、〈剝〉（䷖）、〈姤〉（䷫）、

〈夬〉（䷪）、〈臨〉（䷒）、觀（䷓）、〈遯〉（䷠）、〈大壯〉（䷡）、〈泰〉（䷊）、〈否〉

（䷋）11，變為只使用〈復〉、〈姤〉、〈臨〉、〈遯〉、〈泰〉、〈否〉，雖然其理論仍可

見到虞翻理論的餘緒，即各生化的卦仍使用升降來排列，但仍可觀察出在其易學

體系中，辟卦的重要性並不如虞翻，而此一改變，可視之為自虞翻以來，乃至蜀

才、侯果等人都視為圭臬的〈乾〉〈坤〉兩卦→十辟卦→餘下各卦的生卦過程，遭

到了改變，變為〈乾〉〈坤〉兩卦→〈復〉、〈姤〉、〈臨〉、〈遯〉、〈泰〉、〈否〉六卦

→餘下各卦（包含從十辟卦剔除的卦），此可以視為卦變理論的一個重大改變，並

且挑戰了過去原本的生卦來源。 
 

（二）從四陰二陽處（圖 12）開始，李之才將十四個卦分為五個部分，每個

部分分別以〈明夷〉（䷣）、〈升〉（䷭）、〈小過〉（䷽）、〈蹇〉（䷦）、〈艮〉（䷳）

為起始。 
也就是此〈六十四卦相生圖〉的生卦過程可以詳細表示為：〈乾〉〈坤〉兩卦→〈復〉

（䷗）、〈姤〉（䷫）、〈臨〉（䷒）、〈遯〉（䷠）、〈泰〉（䷊）、〈否〉（䷋）六卦→各部分

的起始卦→餘下各卦。而此圖各部分又有如：第一四變、第二復四變、第三復三

變等，觀察其圖之規律，可知所謂「復」是指各部分起始卦的卦畫回復到類似〈復〉、

〈姤〉、〈臨〉、〈遯〉、〈泰〉、〈否〉等六卦，如：〈升〉（䷭）、〈小過〉（䷽）與〈臨〉

（䷒）卦卦畫之相似處在於陽爻上下相連，由是可知其圖之各部分，乃是以卦畫排

列的排列組合而來，而「復」之概念，其實就是某個排列組合換至下一種排列組

合而需要重新定位。 
 

（三）李氏此圖跳脫辟卦的範疇，十辟卦在其理論之地位降低。 
此〈六十四卦相生圖〉之生卦過程為：〈乾〉〈坤〉兩卦→〈復〉、〈姤〉、〈臨〉、〈遯〉、

〈泰〉、〈否〉六卦，與虞翻〈乾〉〈坤〉兩卦→十辟卦的過程相比，雖然〈復〉〈姤〉

等六卦仍然屬於十辟卦之中，但〈大壯〉（䷡）、〈夬〉（䷪）、〈觀〉（䷓）、〈剝〉（䷖）

在此圖中屬於前述六卦所生之卦12，可以知道此四卦已不具有生化其他卦的能力，

而被置於與其他卦相同的地位，此處可看出李之才與虞翻的一個相異之處，即：

即便虞翻未註解某一個辟卦生化他卦，該辟卦之注文仍會註解為如：「陰消〈乾〉

也。」13、「陽決陰，息卦也。」14與註解為生化他卦之辟卦之注文相同，如：「陽

息至二。」15、「陽息〈坤〉。」16，可知十辟卦在虞翻解易體系中，不論是否使用

到，其地位皆相同重要，與此相對，李之才對於十辟卦則並不那麼重視，甚至可

                                                 
11 雖然《周易集解》中，虞翻並未使用〈剝〉、〈夬〉、〈姤〉等卦，但其在這些卦之後之注文，與

其他的辟卦是相同的，因此可以知道在虞翻的易學體系中，辟卦具有頗高的地位。 
12 此圖中〈大壯〉為〈遯〉來、〈夬〉為〈姤〉來、〈觀〉為〈臨〉來、〈剝〉為〈復〉來。 
13 〈剝．卦辭〉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23。 
14 〈夬．卦辭〉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3，卷 9，頁 211。 
15 〈臨．卦辭〉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2，卷 5，頁 108。 
16 〈泰．卦辭〉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冊 1，卷 4，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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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李之才其實並不使用十辟卦，其使用〈復〉〈姤〉等六卦，應是由〈乾〉〈坤〉

相索而來而卦畫上恰巧與十辟卦有類同，如：〈坤〉初六交〈乾〉卦，得〈姤〉卦，

而在〈姤〉卦的基礎上，〈坤〉六二又來交，於是成〈遯〉卦，以此類推，與虞翻

藉由十二辟卦，呈現一年之中陰陽二氣消長的理論來源，其實是有所差距的。 
 

（四）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仍受到虞翻卦變理論影響。 
在各部分的排列中，仍以升降為排列的標準，如：三陰三陽處（圖 14），〈歸妹〉

（䷵）卦→〈節〉（䷻）卦→〈損〉（䷨）卦、〈豐〉（䷶）卦→〈既濟〉（䷾）卦→

〈賁〉（䷕）卦，也就是李之才仍遵守虞翻一次移動一個爻的規則來進行卦變，然

而〈復〉〈姤〉等六卦至各部分起始卦之間，則未必遵守此一規則，如：三陰三陽

處（圖 14）言：「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二復三變而成九卦。」
17其中〈歸妹〉卦可視為〈泰〉卦九三之四爻，第三復三變的起始卦〈恆〉（䷟）

卦，可視為〈泰〉卦初九之四爻；而四陽二陰處（圖 13）言：「凡卦四陽二陰皆自

〈遯〉（䷠）卦而來，〈遯〉五復五變而成十四卦。」18然則第四復二變的起始卦〈睽〉

（䷥）卦，則是〈遯〉卦初六與六二分別之三與五爻、第五復一變的〈兌〉卦，亦

為〈遯〉卦的兩個陰爻分別之三與上爻，以此可知：雖然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

圖〉受到虞翻卦變理論中，一次移動一個爻位的規則影響，但其實並未完全遵守，

而僅是在有限度之處遵守，此亦為李、虞二人相異之處。 
 

（五）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其理論應是參考〈說卦傳〉立說，而非孟

氏易之卦氣說。 
〈說卦傳〉：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索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巽〉一索而得女，故謂之長女。〈坎〉再索而得男，故謂之中

男。〈離〉再索而得女，故謂之中女。〈艮〉三索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

三索而得女，故謂之少女。19 

對照李之才之圖，其〈姤〉〈復〉等六卦亦與傳文所載相同，其圖與傳文相異處在

於，傳文中〈乾〉〈坤〉生〈震〉〈巽〉等六子，應指三畫卦而言，然而其圖則是

以六畫卦為討論對象；此圖生卦之過程亦與傳文不同，其圖以〈乾〉→〈姤〉→

〈遯〉→〈否〉以及〈坤〉→〈復〉→〈臨〉→〈泰〉兩路徑生出各個起始卦，

觀察此八個卦的下卦，為〈乾〉（☰）→〈巽〉（☴）→〈艮〉（☶）→〈坤〉（☷）

以及〈坤〉（☷）→〈震〉（☳）→〈兌〉（☱）→〈乾〉（☰），其卦畫的陰陽爻是

疊加的，而非如〈說卦傳〉文所述，依照〈乾〉〈坤〉交索的爻位不同來區別20，

                                                 
17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卦圖》，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

本通志堂經解》，冊 1，卷上，頁 634。 
18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卦圖》，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

本通志堂經解》，冊 1，卷上，頁 634。 
19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9，頁 185。 
20 依〈說卦傳〉之說法，其排列方式以〈乾〉（☰）〈坤〉（☷）（父母）→〈震〉（☳）〈巽〉（☴）（長

男、長女）→〈坎〉（☵）〈離〉（☲）（中男、中女）→〈艮〉（☶）〈兌〉（☱）（少男、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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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李氏易圖與〈說卦傳〉文之記載間的不同應是顯而易見的，但觀察其理

論，其易圖之理論建基於說卦傳應是可以確定的。 
綜觀李之才的兩種易圖，可以發現其實是兩種不同對卦變理論的看法，〈變卦

反對圖〉以反對的形式解釋序卦傳、雜卦傳中兩兩比附的之卦名，雖然並未實際

作注，但其藉由圖像化的方式，可以使閱讀者更加清晰的理解傳文傳達的意涵。〈六

十四卦相生圖〉則較為接近虞翻系統的卦變方法，然而細細考究後可發現雖然接

近，但仍有相異之處，如辟卦地位的下降、自二陰或二陽卦開始時，會出現回復

類似起始卦卦畫的復的概念，這些都是造成李之才與虞翻兩人理論間相異處的原

因，而兩人間相同處主要在於李氏在兩種易圖中皆有使用升降的方法來排列各個

卦之間的生化順序，然而若僅依此相同處而說李之才的易圖是來源於虞翻，則是

頗大的錯誤，因李氏對虞翻理論的改造其實不小，且其應採用〈說卦傳〉之概念

作為各組的起始卦生化方法，與虞翻〈乾〉〈坤〉兩卦→十辟卦→其他卦的生卦順

序不同，此亦為兩者間初看相似但細看不同之處。 
 

二、朱震卦變理論 

朱震，《宋史》載其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21更稱其： 

經學深醇，……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說，雜以莊、老，專尚文辭為非是，

故其於象數加詳焉。22 

可知朱震對於周易象數之學頗有造詣，其著作今留存者有《漢上易傳》。後文首先

觀察朱震對卦變理論的看法，此可由《漢上易傳．卷前序》窺其大概： 

變動之別其傳有五，曰：「動爻」，曰：「卦變」，曰：「互體」，曰：「五行」，

曰：「納甲」，而卦變之中又有變焉，一、三、五，陽也；二、四、六，陰

也。天地相函，〈坎〉〈離〉相交，謂之位。七、八者，陰陽之稚，六、九

者，陰陽之究，稚不變也，究則變焉，謂之策。七、八、九、六或得或失，

雜而成文謂之爻。……又曰：「道有變動故曰爻，此見於動爻者也。〈乾〉

生三男，〈坤〉生三女，〈乾〉交乎〈坤〉，自〈姤〉至〈剝〉，〈坤〉交乎〈乾〉，

自〈復〉至〈夬〉，十有二卦，謂之辟卦。〈坎〉、〈離〉、〈震〉、〈兌〉謂之

四正，四正之卦分主四時，十有二卦各主其月，……陰陽之升降，四時之

消息，天地之盈虛，萬物之盛衰，咸繫焉。……在〈說卦〉曰：『〈震〉，東

方也；〈巽〉，東南也；〈離〉，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北之

卦也；〈坎〉，正北方之卦也；〈艮〉，東北之卦也。』此見於卦變者也。〈乾〉

生者四卦，〈坤〉生者四卦，八卦變，復生六十四。〈坎〉〈離〉，肖〈乾〉〈坤〉

者也。〈大過〉、〈小過〉、〈頤〉、〈中孚〉、肖〈坎〉〈離〉者也。故〈乾〉〈坤〉

不動，而〈坎〉〈離〉四卦亦莫之動，其畧陳於〈雜卦〉，其詳其於六十四

                                                                                                                                               
其排列與李氏〈六十四相生圖〉逐爻疊加不同，而是〈乾〉（☰）來交〈坤〉（☷）初，得〈震〉

（☳）、〈乾〉（☰）來交〈坤〉（☷）二，得〈坎〉（☵）這樣的形式，由此可見此圖的理論與

〈說卦傳〉之說法其實還是有差異，但大抵上應是類似的。 
21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35，頁 5289。 
22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31，頁 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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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之彖，所謂「辨是與非」者也，此卦變之中又有變焉者也。」23 

由引文可看出朱震對於卦變理論的基本看法，其認為「變」為周易核心的精神，

而此「變」又分為「動爻」、「卦變」、「互體」、「五行」、「納甲」，其中「卦變」又

包含了「變占」、「六子卦」、「十二辟卦」、「四正卦」等方式，甚至將〈說卦傳〉

中提及的「八卦配八方」亦列入其中，可說已經將北宋以前以及北宋當代的說法

都含括進其理論。雖然朱震認為自己的卦變理論是出自於虞翻，然而其理論來源

其實是有所誤差的，此後文將分析討論之。雖然朱震將卦變的涵蓋範圍擴大，但

也能從中看出其卦變理論的複雜性以及出現理論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也將大增。 
後文首先整理朱震《漢上易傳》中言明某卦自某卦變來處（表 12）： 
 

表 12：朱震卦變整理表 
卦名  生卦來源 

〈屯〉（䷂）  〈臨〉（䷒）之變，自〈震〉（䷲）來，四之五 

〈蒙〉（䷃）  〈屯〉（䷂）之反也 

〈需〉（䷄）  自〈大壯〉（䷡）變 

〈訟〉（䷅）  自〈遯〉（䷠）來，九三之二 

〈師〉（䷆）  自〈復〉（䷗）來，初之二者也 

〈比〉（䷇）  自〈復〉（䷗）來 

〈小畜〉（䷈）  柔自〈姤〉（䷫）進而上行 

〈履〉（䷉）  未注 

〈泰〉（䷊）  〈乾〉〈坤〉交成 

〈否〉（䷋） 

未注。但〈泰〉卦處言：「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

名之曰〈否〉。」此處應是以反對形式言之。 

〈否卦．彖傳〉：「以形言之，內柔而外剛，氣反而死也，一陰自〈姤〉

（䷫）長。」此處又以十二辟卦言之。 

〈同人〉（䷌）  〈姤〉（䷫）陰自初進至二。 

〈大有〉（䷍）  〈大有〉自〈姤〉（䷫），一陰四變 

〈謙〉（䷎）  〈復〉（䷗）三變、〈剝〉（䷖）四變皆成〈謙〉 

〈豫〉（䷏）  〈豫〉，〈謙〉（䷎）之反。〈豫〉，自〈復〉（䷗）三變，初九升四。

〈隨〉（䷐）  〈隨〉自〈否〉（䷋）來，上九之初。 

〈蠱〉（䷑）  〈泰〉初九之剛，上而為〈艮〉；上六之柔，下而為〈巽〉。 

〈臨〉（䷒）  剛自〈復〉（䷗）浸，浸以長大而後有〈臨〉。 

〈觀〉（䷓）  未注。 

〈噬嗑〉（䷔）  自〈否〉（䷋）來之 

〈賁〉（䷕）  〈賁〉本〈泰〉（䷊）也，〈坤〉之上六，來居於二，以一柔文二剛。

〈剝〉（䷖）  〈剝〉本〈乾〉，陰侵陽進而〈剝〉。 

                                                 
23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卷前序》，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

本通志堂經解》，冊 1，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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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復〉本〈坤〉（䷁），而〈乾〉（䷀）交之。 

〈无妄〉（䷘）  〈无妄〉，〈大畜〉（䷙）之反，〈大畜〉上九之剛自外來主於內。 

〈大畜〉（䷙）  〈大畜〉者，〈大壯〉（䷡）九四變也。 

〈頤〉（䷚）  〈頤〉自〈臨〉（䷒）九二變之。 

〈大過〉（䷛）  〈大過〉自〈遯〉（䷠）六二變。 

〈坎〉（䷜）  〈坎〉自〈臨〉（䷒）變，初九之五。 

〈離〉（䷝）  〈離〉自〈遯〉（䷠）初六三變而成。 

〈咸〉（䷞） 
〈咸〉自〈否〉（䷋）變，〈乾〉，天也；〈坤〉，地也，六三之柔上，

上九之剛下。 

〈恆〉（䷟）  卦自〈泰〉（䷊）變，初九之剛上居四，六四之柔下居初。 

〈遯〉（䷠） 
〈遯〉，〈坤〉（䷁）再交〈乾〉（䷀）也。 

 

〈大壯〉（䷡）  未注。 

〈晉〉（䷢）  〈晉〉自〈臨〉（䷒）來，〈蹇〉（䷦）之變也。 

〈明夷〉（䷣） 
〈明夷〉，〈晉〉（䷢）之反。〈明夷．大象傳〉：〈明夷〉者，〈晉〉

之反。 

〈家人〉（䷤）  〈家人〉，自〈遯〉（䷠）來，〈无妄〉（䷘）變也。 

〈睽〉（䷥）  〈睽〉自〈家人〉（䷤）反。 

〈蹇〉（䷦）  〈蹇〉自〈臨〉（䷒）來，〈小過〉（䷽）變也，九四往之五。 

〈解〉（䷧） 
〈解〉者，〈蹇〉（䷦）之反，〈解〉之九二乃〈蹇〉之九五也，九

四乃〈蹇〉之九三也。 

〈損〉（䷨）  〈泰〉（䷊）變也。 

〈益〉（䷩）  〈益〉，〈否〉（䷋）之變，〈損〉（䷨）之反也。 

〈夬〉（䷪） 
〈夬〉自〈姤〉（䷫）變，一變〈同人〉（䷌），二變〈履〉（䷉），

三變〈小畜〉（䷈），四變〈大有〉（䷍），五變〈夬〉。 

〈姤〉（䷫） 
〈姤〉者，〈夬〉之反，〈夬〉一陰自上而下，五變成〈姤〉。 

〈姤．大象〉：「〈姤〉自〈夬〉（䷪）變。」 

〈萃〉（䷬）  〈萃〉自〈臨〉（䷒）來，〈小過〉（䷽）三之五。 

〈升〉（䷭）  〈升〉者，〈萃〉（䷬）之反。 

〈困〉（䷮）  〈困〉自〈否〉（䷋）來，二之上。 

〈井〉（䷯）  〈泰〉（䷊）初之五成〈井〉。 

〈革〉（䷰） 
〈革〉自〈遯〉（䷠）來，〈无妄〉（䷘）變也，二變〈家人〉（䷤），

三變〈離〉（䷝），四變〈革〉。 

〈鼎〉（䷱） 

〈鼎〉自〈遯〉（䷠）三變而成，一變〈訟〉（䷅），〈坎〉為耳，在

下聽卑聰也；再變〈巽〉（䷸），〈離〉為目在四，三變〈鼎〉，〈離〉

目在五。 

〈震〉（䷲）  自〈臨〉（䷒）來，二之四也。 

〈艮〉（䷳） 
〈艮〉者，〈震〉（䷲）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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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名  生卦來源 

〈漸〉（䷴）  〈漸〉，〈否〉（䷋）一變，三之四。 

〈歸妹〉（䷵）  〈歸妹〉自〈泰〉（䷊）來。 

〈豐〉（䷶）  〈豐〉，〈泰〉（䷊）九二之四也。 

〈旅〉（䷷）  〈旅〉，〈否〉（䷋）之變也。 

〈巽〉（䷸）  〈巽〉自〈遯〉（䷠）來，〈訟〉（䷅）之變，六三之四。 

〈兌〉（䷹）  〈兌〉，〈巽〉（䷸）之反。 

〈渙〉（䷺）  〈渙〉，〈否〉（䷋）九四之變也。 

〈節〉（䷻）  〈節〉，〈渙〉（䷺）之反，〈泰〉（䷊）之變也，〈泰〉分九三之五。

〈中孚〉（䷼）  〈中孚〉，自〈遯〉（䷠）來，〈訟〉（䷅）之變也。 

〈小過〉（䷽）  〈小過〉自〈臨〉（䷒）來，〈明夷〉（䷣）變也。 

〈既濟〉（䷾）  〈既濟〉，自〈泰〉（䷊）來，〈豐〉（䷶）九四變也。 

*整理自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收於《彙編叢

刊之一．索引本通志堂經解》，冊 1，頁 449-574。 
 
由（表 12）之整理，可發現朱震的卦變理論有三個特點： 

（一）採取與虞翻相同的以乾坤→十辟卦→其他卦的方式。 

由〈屯〉（䷂）、〈需〉（䷄）、〈師〉（䷆）等卦可以得看出朱震仍然採用虞翻的辟卦

→其他卦的生卦模式，而〈泰〉（䷊）、〈復〉（䷗）、〈剝〉（䷖）、〈遯〉（䷠）等卦亦

言明自〈乾〉〈坤〉而來，由此可知朱氏卦變理論中，主要採取的仍是虞翻系統的

生卦方式。 

 

（二）採用反對為輔助的生卦規則。 

朱震的卦變理論在〈蒙〉（䷃）、〈无妄〉（䷘）、〈豫〉（䷏）、〈睽〉（䷥）、〈蹇〉（䷦）、

〈益〉（䷩）等卦皆採用某卦之反來敘述其生卦之來源，即朱氏在這些卦的〈卦辭〉、

〈彖辭〉、〈大象傳〉中皆未如其他卦一般提及由某卦而來，而僅敘說該卦為某卦

之反，由此可以得出其理論中各卦的生卦來源並非只有虞翻系統的升降，而還有

反對的系統，且此系統之地位頗為重要，此可由十辟卦中〈姤〉（䷫）、〈否〉（䷋）

兩卦之生卦來源得出，〈姤卦．卦辭〉朱氏注：「〈姤〉者，〈夬〉（䷪）之反。」24彼

以為〈姤〉卦是由〈夬〉反對而來，〈泰卦（䷊）．卦辭〉中朱震引關子明曰：「〈乾〉

來內、〈坤〉往外，則君子闢、小人闔，故名之曰〈泰〉，反是名之曰〈否〉。」25可

知道朱震認為〈否〉卦是由〈泰〉卦反對而來，由此二例，可知以反對生卦的原

則在朱震的易學體系中佔有頗為重要的地位，在虞翻卦變理論中〈乾〉〈坤〉以降

重要，且代表一年之中陰陽二氣變化的十辟卦，是可以由反對原則生化的。 
 

（三）有使用與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相同的生卦方式。 

                                                 
24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本通志

堂經解》，冊 1，卷 5，頁 535。 
25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本通志

堂經解》，冊 1，卷 2，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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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屯〉（䷂）卦，朱震注：「〈臨〉（䷒）之變，自〈震〉（䷲）來，四之五。」26

若依照虞翻之理論，則應只言〈臨〉卦某爻之某爻，因此可以此點看出朱震在此

處使用了虞翻以外的卦變理論，而觀察前文，朱震此處所使用之卦變方式，恰與

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吻合，觀察（圖 12），〈臨〉卦第一四變中，表示〈臨〉

卦九二移動一位，變為〈明夷〉（䷣）卦，在由〈明夷〉卦依次變為〈震〉、〈屯〉、

〈頤〉（䷚）三卦，這表示朱震對於〈六十四卦相生圖〉的解讀是：〈屯〉卦屬於〈臨〉

卦生化的卦之一，然而〈臨〉卦可以化生的卦不少，因此精確定位為〈震〉卦化

生，且其後四之五，表示〈震〉卦九四移動為九五，變成〈屯〉卦。除〈屯〉卦

外，其餘尚有〈晉〉（䷢）、〈家人〉（䷤）、〈蹇〉（䷦）、〈巽〉（䷸）、〈中孚〉（䷼）、

〈小過〉（䷽）、〈既濟〉（䷾）等卦，都是使用〈六十四卦相生圖〉的生卦方法而來，

然而，藉由前述的方法，亦可發現李之才易圖使用的卦變方法，其實與虞翻的方

法並不一致。 
由上述三點，可以確知朱震於其著作中提及的卦變理論，至少由三種方法拼

湊組合而成：其一為虞翻所採用的，以升降為基礎的卦變；其二為李之才〈變卦

反對圖〉中，以反對為主的卦變方法；其三為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之卦變

方法。由（表 12）整理的注文來看，虞翻的理論在朱震的解經體系中佔的比例是

大的，而〈六十四卦相生圖〉的方法則次之，反對之方法則居第三，然而在（表

四）中所見朱震認為的卦變方法，其實並未見前引卷前序中提及之「四正卦」以

及「六子卦」之例，相反的，其有使用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之卦變方法之

處，這或許是因朱震誤認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為虞翻之理論圖像化造成的，

其於著作中提及此： 

蓋是時其圖（〈六十四卦相生圖〉）未見，故難於折衷，亦莫得其綱要。諸

儒各伸臆說，至於紛然，而仲翔則知有此圖也。27 

由引文可知朱震以為李之才的〈六十四卦相生圖〉就是將虞翻理論圖像化的著作，

然而依前文之探討考究，李氏易圖也許在大部分或粗略看起來是依照虞翻理論而

創作，但在考究其思想、概念後，其實兩者間並不相同，且朱震之卦變理論其實

還包含了李氏〈變卦反對圖〉中以反對解釋各卦中互相生化的理論。 
由上述，可以發現朱震的卦變理論其實是三種理論拼湊而成，舉〈既濟〉卦

為例，虞翻注〈既濟〉卦為〈泰〉（䷊）五之二。；朱震則使用自〈泰〉（䷊）來，

〈豐〉（䷶）九四變也。這樣的注文會造成究竟〈既濟〉卦是自〈泰〉卦還是〈豐〉

卦生化而來？的疑問，而另一疑問則來自於有些卦的生卦，朱震僅以反對解釋，

然而此會造成究竟那些卦是以反對而來，那些卦不是，更甚者如：〈益〉（䷩）卦，

朱震注：「〈否〉（䷋）之變，〈損〉（䷨）之反也。」28那麼其理論究竟將〈益〉卦

之生卦來源定為何者？由此，朱震的卦變理論其實有許多可討論的的疑問，但其

                                                 
26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本通志

堂經解》，冊 1，卷 1，頁 456。 
27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卦圖》，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

本通志堂經解》，冊 1，卷上，頁 633。 
28 宋．朱震著，清．徐乾學輯，納蘭成德校訂：《漢上易傳》，收於《彙編叢刊之一．索引本通志

堂經解》，冊 1，卷 4，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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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文討論過的，虞翻理論中有所疑義之處，以李之才的理論作彌合，這一用心

仍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節 程頤、蘇軾卦變理論 

程頤、蘇軾雖未確切提出卦變理論，但兩人在其著作中仍各自對卦變理論提

出新的想法，如程頤提出自乾坤變來之說法；蘇軾則提出自六子卦來之說法，後

文將敘述解析此二人之說法，並觀察其對卦變理論有何新的影響。 
 

一、程頤卦變理論 

程頤，《宋史》載其字正叔。29《宋史．程顥傳》言其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

河南。30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

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後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

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于崇寧。卒年七十五。31世稱為伊川先生。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32程頤著作有《周

易程氏傳》、《春秋傳》等。後文首先分析程頤對卦變之看法： 

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不達，故謂〈賁〉本是〈泰〉卦，豈有〈乾〉

〈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理，下〈離〉本〈乾〉，中爻變而

成〈離〉，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離〉在內，故云柔來，〈艮〉

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六子，八卦重而為

六十四卦，皆由〈乾〉〈坤〉之變也。33 

在引文中，可以看到程頤並不認同虞翻所提出的以〈乾〉〈坤〉→十辟卦→其他卦

這一生卦的過程，其對卦變的看法為〈乾〉〈坤〉→六子卦（三畫卦），再由此三

畫的〈乾〉〈坤〉及六子卦相重疊而變為其餘的卦，後文整理程頤於其《易傳》中

提及卦變之部分（表 13）： 
  

                                                 
29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27，頁 5198。 
30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27，頁 5195。 
31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27，頁 5198-5199。 
32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7，卷 427，頁 5200。 
33 宋．程頤撰，王孝魚點校：《周易程氏傳》，卷 2，頁 124。後文皆用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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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程頤卦變整理表 
卦名  注文 

〈訟〉（䷅）  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 

〈隨〉（䷐） 
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

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 

〈蠱〉（䷑） 
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

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 

〈賁〉（䷕） 
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

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 

〈咸〉（䷞） 
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

（☶） 

〈恆〉（䷟）  〈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初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

〈漸〉（䷴）  〈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重而為〈漸〉。

〈渙〉（䷺）  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 

〈无妄〉（䷘）  〈坤〉（☷）初爻變而為〈震〉（☳），剛自外而來也。 

*依據宋．程頤撰，王孝魚點校：《周易程氏傳》整理。 
 
由（表 13）的整理，可看出三點： 

（一）仍採用升降說來討論卦變。 

此可由程頤注〈隨〉（䷐）卦之文看出，其仍然未脫離虞翻系統的爻位升降來討論

卦的生化過程，以其注文來看，很明顯其認為〈隨〉卦是由〈否〉（䷋）卦生化而

來，分析其注文，可以知道是〈否〉卦的上九移動為初九、初六則移動為上六，

由此變為〈隨〉卦。於〈蠱〉（䷑）卦之注文，亦可看出使用升降說來討論卦變，〈泰〉

（䷊）卦初九移動為上九、上六下降為初六轉變為〈蠱〉卦，亦可以此二例知道程

頤的卦變說應並未真正跳脫虞翻系統。 
 

（二）程氏卦變說法，仍有難以解說之處。 

由〈賁〉（䷕）卦之注文，可以看出程頤認為下卦的〈乾〉（☰），由於一個陰爻來

交索，變為〈離〉（☲）卦、上卦的〈坤〉（☷），由於一個陽爻來交，變為〈艮〉

（☶），然則此種解釋方法，容易造成誤解，即來交索的爻，是出於何處？因為此

卦本來就存在三畫的〈乾〉與〈坤〉卦，以此難以解說又有外來的陽與陰爻。第

二個疑問是，程頤如此解釋，同樣可以〈泰〉（䷊）卦（如此可符合其言下體本〈乾〉、

上體本〈坤〉的注文）上六移動為六二、九二移動為上九，變為〈賁〉卦，那麼

其提出的皆由〈乾〉〈坤〉來之說法，與虞翻系統的卦變理論便沒有差異了。 
 

（三）實際註解上有不同系統存在。 

此可由〈无妄〉（䷘）卦之注文看出，程頤言〈坤〉（☷）初爻變而為〈震〉（☳），

可知其認為〈无妄〉卦之下卦本來為〈坤〉，而陽爻由外而來，取代其陰爻，由此

變為〈震〉，然而這樣的變化，其實類似於前文提及的《焦氏易林》中的變占之法，

也因此可以發現程頤的卦變說，其實是還存在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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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三點，可以看出程頤雖然試圖提出一個不同於虞翻的卦變理論，但其

在註解時，仍未跳脫出虞翻一脈的註解方法，且其理論仍存在一定的矛盾處，如

某卦同時有陰陽爻變動時，依其理論解釋會出現不知到底是由〈乾〉來還是〈坤〉

來的疑問，或者會出現是自〈泰〉（䷊）或〈否〉（䷋）卦而來（三陰三陽卦）的解

讀，也因此，程頤雖然有其用心，但由實際注解的結果來看，其用心是不成功的。 
 

二、後人對程頤卦變理論之批評 

後人對程頤卦變理論之批評，較著名者為朱熹，其於《朱子語類》中言： 

問：「近略考卦變，以彖辭考之，說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

辭不取成卦之由，則不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

上下兩體皆變者可通。若只一體變者，則不通。……至一體變者，則以來

為自外來，故說得有礙。大凡卦變須看兩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

卦。」曰：「便是此處說得有礙。」34 

此處門人詢問朱熹對程頤《易傳》中的卦變說法的看法，朱熹首先認同門人對程

傳的看法，即：程《傳》中提及的卦變理論，僅上下二體同時變動時方成立，換

句話說便是：上體的其中一爻與下體的其中一爻兩者，發生移動時方才成立，若

僅有一爻則不成立，如（表 13）中的〈訟〉（䷅）、〈无妄〉（䷘）兩卦。後世如：

清儒黃宗羲亦持類似說法，以此批評程頤之卦變理論，其言曰： 

程子亦專以〈乾〉〈坤〉，言卦變本之。……但三陰三陽之卦，此往彼來，

顯然可見，其他則來者不知何來，往者不知何往。如无妄，剛自外來，外

卦之乾，未嘗損一剛也。而云自外而來，不已背乎。故朱子曰：『程子專以

乾坤言卦變，然只是上下兩體皆變者可通。若只一體變者，則不通。』蓋

巳深中其病矣。」35 

此處黃宗羲認為程頤卦變理論之問題，與前文所指出者相同，即：〈无妄〉卦（䷘）

內已經存在一個〈乾〉卦，為何又有一陽爻自外而來？並據此認為朱熹之批評為

合宜且「深中其病」。 
花崎隆一郎於〈易程傳卦變說札記〉中提出程頤《易傳》中應存有兩種卦變

方法，其分為「小成卦說」以及「大成卦說」36，由於原作為日文，且並未翻譯為

中文，故後文僅能由其文所附之說明圖嘗試還原其原意。 

花崎氏在說明程頤注解〈賁〉卦（䷕）之生卦來源時，使用（圖 16）說明： 
 

                                                 
34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卦體卦變〉，《朱子語類》，收於《朱子全書》，冊

16，卷 67，頁 2236-2237 
35 清．黃宗羲著，沈善洪主編：《易學象數論》，收於《黃宗羲全集》，冊 9，卷 2，頁 59-60。 
36 原文：「對于《程說》（《易程傳》卦變說之簡稱）的邏輯充分理解，從來沒聽見過，那是只稱《乾

坤成卦說》而已，很不清楚。關于《程說》的邏輯地根據，就是我認為理所當在於《小成卦說》

及《大成卦說》兩種。」（日）花崎隆一郎：〈易程傳卦變說札記．內容提要〉，收於朱柏崑主

編：《國際易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市：華夏出版社，1998 年），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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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卦這一過程？關於此，或可參考程頤：「體用一源，顯微無間。」38之言，胡

自逢（1912-2004）言：「體，即本體，天地萬物所由生化之根源；用，則其功用。」
39此論及本體與其生化萬物之作用為不可分割之概念，而程頤注〈乾〉卦言：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神，以妙用謂之神，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

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40 

以此可知，〈乾〉卦在程頤的易學體系中，除了道的媒介物這一象徵，還表示了道

的本身，是至少有雙重性質的一個卦，而程頤注〈坤〉卦則言：「〈坤〉，〈乾〉之

對也。」41由此可以確定〈乾〉〈坤〉兩卦在程頤易學中之地位，亦即：〈乾〉〈坤〉

兩卦是同時具有生化作用（指生化六子卦而言）以及疊合為六十四卦之作用。 

以上述論述，重新檢視花崎隆一郎之說法，如（圖 17）中〈无妄〉䷘卦中，

其圖之下體列一〈乾〉卦施爻〈於坤〉，並注本〈坤〉，這一注解會使人誤解為卦

外之〈乾〉施爻於卦內之〈坤〉，實際應是卦內並無〈乾〉或〈坤〉，而是〈乾〉〈坤〉

先變化為六子（言〈乾〉〈坤〉兩卦為父母之作用），接著再八個三畫卦互相疊合

（此言成卦），由此一理解，則可知花崎氏對程頤卦變理論之理解，仍有一定的誤

區，由〈易程傳卦變說札記〉所附之圖可以看出花崎氏認為是卦內先有〈乾〉或

〈坤〉卦，再由卦外的〈乾〉或〈坤〉卦施爻，以變為其他六種三畫卦，然而實

際上是〈乾〉〈坤〉在尚未疊合時就先行生六子卦，接著再疊合。 
因此，可以知道程頤在實際注解各卦時，提出〈乾〉〈坤〉→六子卦→八卦疊

合為六十四卦這一說法，然而自朱熹以降，後人多以虞翻一系的升降方法分析之，

因此落入誤區，並做出程頤之卦變理論有所不通的評價，此評價自朱熹至今已近

千年時光，又或者如胡自逢認為程頤之卦變乃就反對而言42，而自花崎隆一郎之文

發表後，由於其文並未翻譯為中文，而僅能就其文所附說明之圖討論，然而花崎

氏雖將程頤卦變理論之方法說明清楚，但卻未理解〈乾〉〈坤〉生六子卦之過程，

是在卦尚未形成之前便已生化完成，因此花崎氏雖將程頤之理論解釋清楚，但仍

有所誤解，而前文分析程頤注《易》之思想後，或可以之重新評價程頤卦變理論。 

 

三、程頤對卦變理論之貢獻 

雖然朱熹對程頤卦變理論頗有批評，然而程氏對卦變的看法，仍有一定的價

值，並且有將卦變理論上舉至思想層面之貢獻，下舉例說明之： 

曰：「（劉）牧又謂〈乾〉〈坤〉與〈坎〉〈離〉男女同生。」曰：「非也。譬

如父母生男女，豈男女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索而得六子。

                                                 
38 宋．程顥、程頤撰：《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伊川先生文四．易傳序》（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83 年，未註明版本），收錄於《二程集》冊 1，頁 582。 
39 胡自逢：《程伊川易學講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年），頁 39。 
40 宋．程頤撰，王孝魚點校：《周易程氏傳》，卷 1，頁 1。 
41 宋．程頤撰，王孝魚點校：《周易程氏傳》，卷 1，頁 12。 
42 原文：「於〈彖傳〉上下之文，無由說明也。而六十四卦實皆兩相反對，從反對之義言卦變，則

象與辭之義，無不可通。」胡自逢：《程伊川易學講評》，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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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曰〈乾〉〈坤〉生時，六子生理同有，則有此理。謂〈乾〉〈坤〉〈坎〉〈離〉

同生，豈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六子耶？」43 

此處可以看出程頤認為先有〈乾〉〈坤〉兩卦，而後再經由兩卦的互相交索才生出

後續的六個卦，也因此程頤以人倫的次序來類比這個生卦的過程，這樣的類比在

其思想體系中，除了有易理上的根據，也可以知道其易學思想中對於八個三畫卦

中，其影響力、生畫順序的看法。 

「劉牧言兩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

「八卦已相交了，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豈又於卦畫相交也？易須

是黙識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力。」44 

此處可以看出程頤對於重卦的看法，其以為在〈乾〉〈坤〉→六子卦時，爻便已經

相互移動了，因此在重卦時便不需要再對此議題做討論，也因此，可以確認前引

文中程頤認為其卦變的順序是：〈乾〉〈坤〉→六子卦→八個三畫卦互相重疊組成

所有的六畫卦，也因此，此處言：「只取二象相交為義」，便是此想法的體現。另

一處能看出程頤解釋〈乾〉〈坤〉與六子卦之間關係處： 

又問「六天」之說。……又問「《周禮》之說果如何？」曰: 「《周禮》中

說祭祀，更不可考證。「六天」之說，正與今人說六子是〈乾〉〈坤〉退居

不用之時同也。不知〈乾〉〈坤〉外，甚底是六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

體耳。學者大惑也。」45 

這處引文可以看出程頤認為〈乾〉〈坤〉與六子，雖然在生化的順序上不同，但在

組成六畫卦時則八個卦無分別，也因此並無所謂〈乾〉〈坤〉退居則改用六子這種

說法，八個卦皆是一體的。 
《二程集》中，另有一條文字並未記載為程顥或程頤所說，然該條文字亦提

及〈乾〉〈坤〉與六子卦之間的關係，後引之： 

古言〈乾〉〈坤〉退處不用之地，而用六子。若人，則便分君道無為，臣道

有為。若天，則誰與佗安排？佗如是，須有道理。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

索。46 

此引文，可側面看出程頤認為卦變是八個卦重合為六十四卦的說法，若僅使用六

子卦，雖吻合於人道，然而天道與人道是不相同的，因此在討論卦與卦之間的生

化，必須將八個卦都列入討論，也因此與前文所述的，八卦相重疊為六十四卦之

說相吻合。 
 

                                                 
43 宋．程顥、程頤撰：《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 年，未註明版本），收錄於《二程集》冊 1，頁 223。 
44 宋．程顥、程頤撰：《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收錄於《二程集》冊 1，頁 224。 
45 宋．程顥、程頤撰：《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二上．伊川先生語八上》，收錄於《二程集》冊 1，頁

287。 
46 宋．程顥、程頤撰：《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二先生語二上》，收錄於《二程集》冊 1，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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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蘇軾卦變理論 

蘇軾，《宋史》載其字子瞻，眉州眉山人。47嘉祐二年殿試中乙科。歷知密州、

徐州、湖州等知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 年），回朝任禮部郎中48，元祐四年（1089
年）拜龍圖閣學士，曾出知杭州。49紹聖元年（1094 年）又被貶至惠州、儋州。建

中靖國元年（1101 年）於常州病卒，終年六十五歲。由弟蘇轍歸葬於郟縣小峨眉

山。南宋孝宗追贈諡號「文忠」。50其著作有：《論語說》、《書傳》、《東坡集》、《後

集》、《奏議》、《內制》、《外制》、《和陶詩》、《易傳》，其中易傳為其父洵晚讀《易》，

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其弟蘇轍亦有所提供，是以四庫館臣稱其易傳為

《東坡易傳》51，乃為表明該書為其父子三人協力而成。 
蘇軾於《蘇氏易傳》中未提出一完整的卦變理論，僅在〈賁卦．彖傳〉注文

中提及其對卦變之看法： 

《易》有「剛柔往來，上下相易」之說，而其最著者，〈賁〉（䷕）之〈彖〉

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為〈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

為六十三，豈獨為〈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為〈賁〉，又烏知〈賁〉

之不為〈泰〉乎？52 

此段引文中，可以發現蘇軾對過去以十二辟卦→其他卦的生化過程是有所誤會的，

此可由其提及的一卦之變為六十三看出來，由前文，〈乾〉〈坤〉→十辟卦→其他

卦，這一個生卦過程其實是層層遞進的，而蘇軾提及的其實是《焦氏易林》中的

某卦可之六十三卦，甚至無變爻，因此以《焦氏易林》的說法來評論卦變理論，

其實是拿不相干的理論來評論，這是蘇軾的第一個錯誤處。而後蘇軾又提及： 

凡《易》之所謂剛柔相易者，皆本諸〈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

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來者，明此本〈坤〉

也，而〈乾〉來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女，皆一陰而

二陽。凡三女之卦，有言柔來者，明此本〈乾〉也，而〈坤〉來化之。故

凡言此者，皆三子、三女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53 

此處可以看出蘇軾對卦變理論的看法，其與程頤相同，皆認為〈彖傳〉中剛來、

柔來等語，實際上是來自於〈乾〉卦或〈坤〉卦，此同樣是基於〈說卦傳〉之傳

文而言，此處可以看出蘇軾卦變說的特色： 
（一）僅限於三子或三女交疊的卦。 

此可由引文看出，蘇軾認為某卦若要符合「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

                                                 
47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5，卷 338，頁 4265 
48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5，卷 338，頁 4268-4269。 
49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5，卷 338，頁 4270。 
50 元．脫脫等修：《宋史》，冊 5，卷 338，頁 4273。 
51 原文：「蘇籀《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轍乃送

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轍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為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

清．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市：中華書局，1965 年），卷 2，頁 6。 
52 宋．蘇軾著：《蘇氏易傳》，卷 3，頁 53。 
53 宋．蘇軾著：《蘇氏易傳》，卷 3，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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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該卦的上下體必須是三子或三女卦各一，且不可都是三子或三女卦。 
 

（二）其言剛來、柔來，是就三子或三女卦由〈乾〉或〈坤〉施爻而言。 
就此引文可知，因蘇軾提及「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可以知道其引文中所言

者，乃僅就三子或三女交疊的卦而言，如〈訟卦．彖傳〉（䷅）：「剛來而得中。」

蘇軾僅註解：「剛來而得中也，言其來則息訟而歸矣，終之則凶。」54若依其說，〈訟〉

卦下體〈坎〉為剛來，但其上體本來就是〈乾〉卦，所以無法再以由〈乾〉來解

釋，以此可知，蘇軾之說侷限性非常大。 
 

由上述，可知蘇軾之說法，其侷限性極大，若以之與程頤之說法相較，則可

分下列點說明： 
（一）程頤之說，試圖含擴六十四卦，蘇軾則並未將其說擴及六十四卦。 

此可由程頤認為「〈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皆由〈乾〉〈坤〉

之變也。」看出，很明顯程頤認為〈乾〉〈坤〉變化為六子後，八個三畫卦再互相

重疊為六十四卦，也因此其理論的涵蓋範圍為六十四個卦。蘇軾則將其說限制於

三子與三女相值的卦。 
 

（二）程頤之說，初觀時似存有難以彌合之處，蘇軾之說則無此處。 
由前文之探討，若依花崎隆一郎之文所表示的方法，則程頤之說將出現〈乾〉〈坤〉

既已變為六子卦，為何又能參與八卦相疊合之疑問，而此一疑問前文業已解釋完

畢，如此程頤之說便無無法彌合之處。蘇軾之理論則不將三畫的〈乾〉〈坤〉兩卦

納入其說，如此可以避免程頤說法中可能出現的矛盾處，也因此蘇軾之卦變說，

是幾乎沒有漏洞的。 
 

（三）程頤之說，有其思想體系上之意義，蘇軾則並未推及其思想層面。 
程頤將其卦變之說法，納入其思想的體系中，但蘇軾僅認為卦變說是「卦之一端

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何以盡怪之歟？」55亦即卦變僅是易學中

的一個理論，作《易》與〈十翼〉者若提及便言之，未提及則可不言，以此，雖

然不將卦變說視為極其重要之理論探究，但如此又可較不受特定理論侷限，可說

蘇軾之說法確實有其優點。 
與前人相比，北宋時期的卦變理論發展較之有了較大的差異，首先是李之才

的〈變卦反對圖〉以及〈六十四卦相生圖〉，依前文的分析，李氏兩種易圖其實是

兩種不同的卦變理論，〈變卦反對圖〉以反對易例為主，以圖像的方法闡述雜卦傳

之文字；〈六十四卦相生圖〉，大抵以虞翻系統的卦變理論為主，但對其做出了不

同的改造，如：改變了虞翻以來卦變的生卦過程、在圖中每一組變化的開始，都

取卦畫相近於起始卦重新變化的復之概念、加入類似〈說卦傳〉中〈乾〉〈坤〉生

六子卦的概念，這些都是李之才的卦變理論與前人有所相異的原因。 
朱震的卦變理論，雖然其認為自己理論是來自於虞翻，但其在著作中大量採

用李之才的說法，這造成其理論有所混淆的情況發生，也因此，雖然朱氏試圖彌

合虞翻理論中矛盾之處，但其嘗試並未成功，反而造成其著作中解釋上的矛盾與

                                                 
54 宋．蘇軾著：《蘇氏易傳》，卷 1，頁 17。 
55 宋．蘇軾著：《蘇氏易傳》，卷 3，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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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程頤於虞翻系統以外，自行提出變自〈乾〉〈坤〉而來的說法以及與虞翻不同

的生卦過程，但在註解經傳時，仍尚未跳脫虞翻系統的影響，此為遺憾之處，然

而程頤之說法，在前文分析後，其理論上之問題應可稱已解決，而程頤 後將其

說法與其思想體系融合，則將卦變理論推至義理層面，則是發前人所未發，可稱

一創舉。 
蘇軾與程頤相同，皆提出變自〈乾〉〈坤〉而來之說、以六子卦為卦變之說法，

然而蘇、程二人之說法，其實仍有相異之處，如：程頤試圖將其說含括六十四個

卦，而蘇軾則將其理論限制在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如此便不會出現後人誤讀程頤

理論的困境，但也造成蘇軾理論侷限性極大的後果，由此來說，蘇軾之說法，雖

無矛盾，但此無矛盾乃是因其將理論的適用範圍限縮而導致的，並非真正的無矛

盾，以此，北宋時期，對卦變理論較有新說者皆討論分析完畢，就流派而言，象

數易一脈者，雖有新說，但仍以虞翻系統為依歸，而義理易一脈，雖試圖跳脫虞

翻之說，但如程頤之說法仍被後世學者誤讀，甚為可惜；而蘇軾之理論，則陷入

限縮性過強的困擾，無法以之討論六十四卦整體，亦為可惜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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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宋卦變理論 

南宋討論卦變者，較為著名有朱熹以及俞琰二人，其中朱熹仍以虞翻一系之

升降方法討論卦變，而俞琰則使用反對之方法討論，後文擬分別對朱、俞二人之

理論做討論，同時檢視南宋時期學者對卦變之看法，發現南宋時出現將卦變以及

占筮時的變爻兩者概念混淆的情況，此一情況亦同時影響後代對於朱熹《周易本

義》卷首之〈卦變圖〉以及《易學啟蒙》中〈變占圖〉的看法。 

 

第一節 朱熹卦變理論之特色1 

朱熹，《宋史》載其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2紹興十八年進士第，3朱

熹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4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 年）詔賜遺

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 年），贈

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5著作有：《周易本義》、《易學啟蒙》、《蓍卦考誤》、

《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四書或問》、《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太極圖

解》、《通書注》、《西銘解》、《楚辭集注》、《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

《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

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6 
朱熹之卦變理論，主要見於《周易本義》前附之〈卦變圖〉，其言曰：「〈彖傳〉

或以卦變為說，今藉此圖以明之。」7可知朱熹認為此圖為其解釋〈彖傳〉卦變理

論的方法，同時由《周易本義》中的注文可知，朱熹在其中的十九卦之中提及卦

變，即（表 14）： 
  

                                                 
1 依據王鉦傑：〈朱熹卦變理論重探〉，《朱子學與制度文化學術研討會暨儒商論壇會議論文》，2017

年 10 月 19 日發表於江西．婺源，頁 327-347 再行刪訂修改而成。 
2 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29，頁 5215。 
3 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29，頁 5215。 
4 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29，頁 5215-5221。 
5 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29，頁 5224。 
6 元．脫脫等修：《宋史》，卷 429，頁 5224。 
7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據清．同治間《山東書局尚志堂本》，

參校清．康熙間內府覆刻宋．《乙丑九江吳革本》），卷前，頁 22。後討論朱熹卦變之注文皆用

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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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周易本義》卦變整理表 
卦名  注文 

〈訟〉（䷅）  於卦變自〈遯〉（䷠）而來。 

〈泰〉（䷊）  又自〈歸妹〉（䷵）來 

〈否〉（䷋）  又自〈漸〉（䷴）卦而來。 

〈隨〉（䷐） 
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

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 

〈蠱〉（䷑） 
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

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 

〈噬嗑〉（䷔）  本自〈益〉（䷩）卦。 

〈賁〉（䷕） 
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

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 

〈无妄〉（䷘）  為卦自〈訟〉（䷅）而變。 

〈大畜〉（䷙）  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 

〈咸〉（䷞）  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 

〈恆〉（䷟）  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來。 

〈晉〉（䷢）  其變自〈觀〉（䷓）而來。 

〈睽〉（䷥） 
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

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 

〈蹇〉（䷦）  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 

〈解〉（䷧）  其卦自〈升〉（䷭）來。 

〈升〉（䷭）  卦自〈解〉（䷧）來。 

〈漸〉（䷴） 
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

來，九進居五，皆為得位之正。 

〈鼎〉（䷱）  卦自〈巽〉（䷸）來。 

〈渙〉（䷺）  其變則本自〈漸〉（䷴）卦。 

*依據宋．朱熹著：《周易本義》整理。 
 

由上述十九卦，可知朱熹卦變說之面貌，其卦變圖見（圖 18）至（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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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附圖可知其卦變乃由下往上推導，如〈復〉卦（䷗）為一陽卦，而其陽爻由

初至二爻，故〈復〉變為〈師〉卦（䷆），而〈師〉卦再變為〈謙〉（䷎）、〈豫〉（䷏）、

〈比〉（䷇）、〈剝〉（䷖）。一陰卦〈姤〉（䷫），同樣依次變為〈同人〉（䷌）、〈履〉

（䷉）、〈小畜〉（䷈）、〈大有〉（䷍）、〈夬〉（䷪）等卦，可知其說大抵上是依次推

導。朱熹在《周易本義》卷前亦錄有〈上下經卦變歌〉，今錄於下： 

〈訟〉自〈遯〉變〈泰〉〈歸妹〉，〈否〉從〈漸〉來〈隨〉三位。首〈困〉

〈噬嗑〉〈未濟〉兼，〈蠱〉三變〈賁〉〈井〉〈既濟〉。〈噬嗑〉六五本〈益〉

生，〈賁〉原於〈損〉〈既濟〉會。〈无妄〉〈訟〉來〈大畜〉〈需〉，〈咸〉〈旅〉

〈恆〉〈豐〉皆疑似。〈晉〉從〈觀〉更〈睽〉有三，〈離〉與〈中孚〉〈家

人〉繫。〈蹇〉利西南〈小過〉來，〈解〉〈升〉二卦相為贅。〈鼎〉由〈巽〉

變〈漸〉〈渙〉〈旅〉，〈渙〉自〈漸〉來終於是。8 

由上述〈卦變圖〉、〈上下經卦變歌〉及《周易本義》注文之整理，可看出以

下 4 點： 
（一）採用與虞翻相同的升降說法來詮釋卦變。 

此可由前文中整理之注文看出，如朱熹注〈蠱〉卦（䷑）：謂卦變自〈賁〉（䷕）來

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這裡

提及〈賁〉卦的初六爻上移至二爻，二九下降至初爻，變為〈蠱〉卦；〈井〉卦九

五上移至上爻，上六下降至五爻，變為〈蠱〉卦；既濟卦則初九上移至二爻，二

爻下降至初爻，同時九五上移至上爻，上六下降至五爻，此方式與荀爽、虞翻等

人之生卦方式相同。 
 

（二）採乾坤→十辟卦→其餘卦的生卦方式。 
此可由（圖 18、19、20、21、22）看出，朱熹於各〈卦變圖〉前皆有附註，如：

一陰一陽之卦皆自〈姤〉（䷫）、〈復〉（䷗）而來；二陰二陽之卦自〈臨〉（䷒）、〈遯〉

（䷠）而來等，此與虞翻系統的卦變理論相同。 
 

（三）無特例之卦。 
若與前文所述相較，荀爽採用升降與八宮世應兩種系統作為其生卦的方法；虞翻

則在某些卦的生卦來源不使用十辟卦，反而使用〈晉〉（䷢）、〈訟〉（䷅）等卦作為

生卦來源，虞翻以後的蜀才等人，雖然於其理論皆未見特例卦的產生，但由於其

理論皆只是少量記載，無法見其全貌，故難以判定是否有特例之卦的存在。 
至北宋時期，李之才之〈變卦反對圖〉存有六個無法以反對解釋的卦，此違

其特例之卦，而李氏〈六十四卦相生圖〉，雖亦無特例之卦產生，然而其圖中「復」

之概念，雖然使其卦圖沒有特例卦的產生，但也造成了失去生卦連續性的缺失，

而後的朱震則因同時使用虞翻理論以及李之才的兩種理論，造成其理論內部自相

混淆；程頤之理論亦自有其難以解釋之部分；蘇軾則並未將其卦變理論推衍為可

解釋六十四卦之地步。 
相較於前人，朱熹之卦變圖並無出現任何特例之卦，除去未出現的〈乾〉〈坤〉

兩卦，其各卦的生化來源都可以完善的解釋，此為朱熹卦變理論 大之特色。 
                                                 
8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前，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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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大量重複的部分。 

以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為例，可以看出圖中朱熹將三陰三陽之卦以〈泰〉卦

為起始，一路轉變至〈否〉卦終，另一部分則由〈否〉卦起始，一路轉變至〈泰〉

卦終，而〈四陰四陽卦變圖〉亦同樣分為由〈大壯〉卦起始以及〈觀〉卦起始，

顯見朱熹其實是十辟卦皆各自推衍一次，而由於卦畫的重複性9，造成了其圖的重

複。 
 

第二節 朱熹卦變理論與前人卦變理論之比較 

本節主要在於討論朱熹卦變理論與前人的優劣處，以此看出朱熹理論的優點與價

值所在。 
 
一、朱熹與荀爽卦變理論之比較 

朱熹之卦變理論與荀爽 大的不同在於：荀爽使用了八宮世變以及升降兩種

系統來詮釋卦與卦之間的生化以及變化，然而由於荀氏所使用的兩種系統其實並

不完全相合，雖然有多系統時，可依照不同情況有活潑的解釋，但也造成了特例

的產生以及實際注解經文時，不知應選擇何系統做依歸的困擾。 
觀察朱熹的理論，可以發現其不使用兩系統或多系統並行的方式討論，朱熹

僅使用自荀爽以來，經虞翻完善後的升降說來討論卦變理論，因此朱熹的卦變理

論是無特例之卦產生，也不會出現在實際注解時，不知使用何系統做依歸的困擾。 
 
二、朱熹與虞翻卦變理論之比較 

虞翻卦變理論與朱熹 大之不同在於：虞翻在某些卦使用了特例的卦（非十

辟卦）作為生化來源，而朱熹雖然有重複之卦的出現，然而重複的生卦來源仍然

是十辟卦之一，也因此虞翻理論的問題便是：雖然使用升降說作為理論的主要系

統，但並未嚴格遵守此一方法，反而使用了如〈晉〉（䷢）、〈訟〉（䷅）等卦作為某

些卦的生卦來源，因此造成解讀與分判的困擾。 
 
三、朱熹與李之才卦變理論之比較 

依前文所述，李之才其實有兩種卦變理論的提出，一者為〈變卦反對圖〉，一

者為〈六十四卦相生圖〉，因此以下亦分兩部分討論： 

變卦反對圖 主要的問題便是有特例之卦的出現，因為〈乾〉（䷀）、〈坤〉（䷁）、

〈頤〉（䷚）、〈小過〉（䷽）、〈大過〉（䷛）、〈中孚〉（䷼）、〈坎〉（䷜）、〈離〉（䷝）

等八個卦反對後不會變為其他的卦，為此圖無法解釋之卦，此為其理論之天然缺

陷，而朱熹之理論，則無特例之卦的產生，除卻〈乾〉、〈坤〉為眾卦之父母，以

及直接自〈乾〉〈坤〉而來的十辟卦外，每一個卦都至少有一個生卦的來源，且全

部的生卦過程皆置於其理論之下。 
〈六十四卦相生圖〉雖然也無特例之卦的出現，但其在卦圖中使用了將卦畫

                                                 
9 如：三陰三陽卦，其實由〈泰〉或〈否〉為起始的差異在於三畫〈乾〉與〈坤〉卦在上體或下體

而已，而一陰一陽之卦圖，其實與五陰五陽的卦圖互為相反而已，同理，二陰二陽與四陰四陽

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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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至類似起始卦的「復」之概念，這導致了其卦圖中生卦的連續性被其自行打

斷，也因此朱熹之理論與其 大之差異為生卦連續性是並未被打斷。 
 
四、朱熹與程頤、蘇軾卦變理論之比較 

依前文，程頤之卦變理論後人有二取向之解讀：一為〈乾〉〈坤〉→六子卦

→八卦疊合為六十四卦；二為接近於虞翻升降說的卦變方法。 

第一種取向在實際解釋時，會遭遇〈乾〉〈坤〉既已變為六子卦，為何又能

參與八卦相疊合為六十四卦這一過程的困境，然而若以程頤之易學思想討論之，

則程氏之理論便可以合理解釋之。 

第二種取向是接近於虞翻升降說的卦變方法，然而此方法之問題在於，必須

移動兩個爻才能成立，但程頤在解釋某些卦的生卦來源時，僅提及一個爻的變動，

因此，這一取向是無法通盤成立的，但也因花崎隆一郎〈易程傳卦變說札記〉一

文，此解讀之取向可以證明為後人誤解程頤之說法。 

朱熹與程頤理論 大之不同是：程頤提出一個跳脫升降說的卦變理論，然而

在實際使用其理論註解之卦過少，以致較難討論；朱熹則提出一含括六十四卦之

理論，且並未出現特例或無法解釋之卦。 
蘇軾提出之卦變理論，乍看雖與程頤相類同，但仔細分析後可以發現兩人仍

有不少差異（見前文討論），與朱熹相較後可以發現，蘇軾之理論涵蓋性不足，因

其僅討論六子卦互相疊合之卦，而朱熹則提出一全面性之理論，此為兩人 大的

不同所在。 
 

第三節 後人對朱熹卦變理論之批評及近代學者對〈卦變圖〉

之看法 

 
一、後儒對朱熹卦變理論之批評 

後世對朱熹卦變理論之看法，多有批評者，如： 
（一）元代鮑恂（？-？）： 

朱子專以近爻升降言卦變，是以一卦有自數卦來者，然至〈渙〉卦柔得位

上同之語則有礙，通於此者或滯於彼，知其一者或昧於二，其於卦變終未

有能使人曉然者。10 

可由引文看出鮑氏認為朱熹卦變理論由於重出以及一卦或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生

卦來源之問題，導致難以解讀與使用，也因此認為朱熹之卦變說並無法讓後人解

讀，然而朱熹之卦變，或必須跳脫過去一卦僅能由一卦生化而來之觀點，始較能

釐清。 
 

（二）明代董守諭： 

                                                 
10 元．鮑恂撰：《太易鉤玄》，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 2（濟南市：齊魯書社，1997 年，《北

京圖書館藏清鈔本》），卷下，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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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本義》上經釋變有九，其與漢魏古注同者，唯〈訟〉自〈遯〉來一

卦而已，。11 

可由引文看出董氏認為朱熹之說與前儒有不同之處，其後又引用其他學者之意

見： 

先儒胡一桂則曰：《本義》上下經所釋卦變，凡十九卦，且所釋〈訟〉〈晉〉

與圖同，餘皆不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來，據圖則自〈否〉、

〈泰〉來，然則朱子釋變，原不拘於一隅，亦自與漢魏諸家有神交也。愚

又考之〈卦變圖〉，凡一隂一陽之卦皆自〈復〉〈姤〉來，二隂二陽之卦皆

自〈臨〉〈遯〉來之類，其大旨自然精當，但後學未窺其奥，不能輙了。12 

此處可以看出胡一桂認為《周易本義》書中注文與卷首之〈卦變圖〉存在不相合

的問題，而董守諭則試圖替朱熹辯駁，認為〈卦變圖〉附註之文字其實是可以解

釋其圖之內容的，而觀察胡氏所云之問題，或可以做此一理解：三陰三陽卦皆是

自〈泰〉〈否〉兩卦而來，然則三陰三陽卦內部又可以互相生化，這樣亦可以符合

胡氏對《周易本義》注文之觀察，亦同時與董守諭觀察到的部分吻合。 
 

（三）明清之際黃宗羲言： 

朱子〈卦變圖〉，……一陰一陽與五陰五陽相重出，二陰二陽與四陰四陽相

重出，〈泰〉與〈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為卦百二十有四，

蓋已不勝其煩矣。 

《易》之上下往來，皆以一爻升降為言，既有重出，則每卦必有二來，從

其一則必舍其一，以〈彖傳〉附會之，有一合必有一不合。就其所謂一來

者，尚有兩爻俱動，并其二來，則動者四爻矣。 

……使一卦之中，頭緒紛然，爻爻各操其柄，則彼卦之體已不復存，猶復

可認其自某所而來乎。13 

黃氏認為朱熹卦變說有重複出現卦象之嫌，且由於朱熹〈卦變圖〉中卦象的重複，

出現的總卦數達至一百多卦，黃氏認為這是重大疏失，接著，由於朱熹之卦變說，

並未遵照黃氏推崇的虞翻卦變說法，即一次僅推導一個爻位，因而有「頭緒紛然」

之評語。 
黃氏之所以有此評語，乃因其認為一個卦僅能有一個生卦來源，若是同時有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生卦來源，那麼在解釋時就會出現不知依循何者為主的困擾，

如：〈隨〉（䷐）卦，朱熹認為有三個來源，分別為：〈困〉（䷮）卦、〈噬嗑〉（䷔）、

〈未濟〉（䷿），然而在解釋時，若言〈隨〉自困來，那麼〈噬嗑〉、〈未濟〉兩者，

就會被棄置不言，也因此會出現不知該擇何者以討論，然而黃氏之想法亦有問題，

其論點之誤在於：〈彖傳〉並未言及一卦僅限定由一卦而來，即〈彖傳〉並未明確

                                                 
11 明．董守諭撰：《卦變考略》，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30，卷上，頁 652。 
12 明．董守諭撰：《卦變考略》，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30，卷上，頁 652-653。 
13 清．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收於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冊 9，卷 2，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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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一個卦僅能由一個固定的卦生化而來，由此，黃氏落入自虞翻以來，論卦變

者皆限定一個卦僅能由另一個固定的卦生化而來的思維，雖然一個卦僅能由一個

卦而來的說法討論起來較為容易，但也由此失去易學活潑的生命力，以此，黃氏

的批評雖有其道理，但也抹滅朱熹的創發，殊為可惜。 
 

（四）清儒胡渭言： 

朱子專取十九卦者，第就〈彖傳〉所謂：「剛柔往來」、「上下內外」者而求

之，其它則未暇及。……朱子欲以卦變附先天之後，當仍用李氏〈反對圖〉，

猶不失希夷本旨。今乃據〈相生圖〉以更定，其法煩碎甚於李氏，而及其

釋經也，則又舍反對之卦而泛泛焉，以兩爻相比者互換為變，往來上下，

訖無定法，亦安用此圖為也？14 

胡渭對朱熹卦變的批評，與黃宗羲在《易學象數論》中的大抵相同，而胡氏認為

朱熹的〈卦變圖〉來自於李挺之的〈六十四卦相生圖〉，更認為朱熹的〈卦變圖〉

比李氏的易圖更加瑣碎、難懂，不如使用李氏〈變卦反對圖〉，還較為符合陳摶的

本意，接著評論朱熹《周易本義》，認為其書在註釋各卦時，又只是將變化的兩卦

爻位互換，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因此，認為朱熹的〈卦變圖〉在解釋卦變時是完

全沒有作用的。 
 

（五）清儒惠棟言： 

李挺之做〈六十四卦相生圖〉，用老子一生二、二生三之說，至於三而極，

朱子又推廣之，而用王弼之說，名曰：「卦變」，且以己意增益，視李圖而

加倍，至作本義，又以二爻相比者而相易，不與卦例相符。故論者謂：『不

如漢儒之有家法者也。』15 

由引文可知惠棟認為朱熹之〈卦變圖〉為承襲李之才之〈六十四卦相生圖〉，且未

詳細理解李氏之圖用意，便隨意增加卦象，甚至寫作《周易本義》時，其說法亦

不符合卦例，因此才出現不如漢儒之有家法者的評論。 
上述對朱熹卦變說的批評，其實一定程度上都是成立的，但本文認為過去對

朱熹卦變說的解讀，或有可以再討論的空間，即為何認為卦變理論必須符合一次

僅能調動一爻，且該爻僅能變動一個爻位，若以此標準檢視朱熹之卦變理論，則

其不是一個合格的卦變理論可知，然而虞翻的卦變學說是有特例的，李挺之的〈變

卦反對圖〉亦有為何能夠反對的疑問，其〈相生圖〉經過前文之討論，可以發現

其中「復」的概念的存在，使李之才易圖中的連續性被打破，因此，若不需遵守

一次僅能變動一爻位之原則，則朱熹之〈卦變圖〉確有其自言之「自然氣象」16。 
  

                                                 
14 清．胡渭著，嚴一萍選輯：《易圖明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守山閣叢書本》），卷 9，

頁 26-27。 
15 清．惠棟著，嚴一萍編輯：《易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貸園叢書本》），卷上，頁

11。 
16 原文：「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卦體卦變〉，

《朱子語類》，收於《朱子全書》，冊 16，卷 67，頁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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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學者對卦變圖之看法 
近代對朱熹卦變理論的看法，亦多所非議，如： 

 
（一）陳延傑（1888-1970）《經學概論》： 

朱子做《周易本義》，以程子不言數，乃於篇首冠以河洛九圖；又作《易學

啟蒙》，發明圖書之義。二書大略兼義理占象而言，故當時頗有異論。然《朱

子語類》云：『〈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

修煉。』是朱子亦知〈先天圖〉之不可信。恐《本義》卷首九圖，當為門

人所依附，非其自列也。17 

陳延傑認為朱熹的〈卦變圖〉可能不是朱熹所作，而是門人弟子所增加，其更舉

朱熹易學啟蒙為門人所定稿，非自撰來強化其說法， 後認為朱熹的易學重在說

理，並無易圖，因此在其想法中，卷首的〈卦變圖〉亦同樣來自於門人弟子，自

然與其卦變理論無關。 
 

（二）杭辛齋（1869-1924）《學易筆談》： 

先儒言卦變者多矣，虞氏以後，眾說紛紜，莫衷一是，虞易既無完書……

朱子《本義》復有變更，陰陽重出，其為卦乃至一百二十有四，雖稱根據

〈彖傳〉，而其舉例之十九卦，有自一卦來、兩卦、三卦來者，參差不一，

亦不能自圓其說。18 

杭氏認為朱熹的〈卦變圖〉來自李挺之的〈相生〉及〈反對圖〉，其對朱熹卦變理

論的看法易與前人相同，認為朱熹無法自圓其說、爻位變換混亂等，杭氏認為卦

變之說，虞翻、李挺之兩人之說已備，後人無法超越19，因此可知，其對朱熹的卦

變理論，亦同為負面評價。 
 

（三）袁嘉穀（1872-1937）《講易管窺》： 

朱子說易，純宗《程傳》，著《易本義》十二卷，以補程傳之不及……乃以

程傳不言數，取河圖洛書等九圖弁諸《本義》卷首，又別撰《易學啟蒙》，

發明圖書之義，是合圖書易理而一之也，斯說也，同時袁樞、薛季宣已有

異論。20 

袁氏對朱熹〈卦變圖〉所持之看法，大抵同於前人，其認為書前的易圖或由於道

                                                 
17 陳延傑著，林慶彰主編：《經學概論》（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收於《民國時期

經學叢書》第 2 輯，冊 2，頁 109。 
18 杭辛齋著，林慶彰主編：《學易筆談下》（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收於《民國時

期經學叢書》第 2 輯，冊 21，卷 5，頁 702-703。 
19 原文：「虞李二氏之圖，皆根本乾坤，其立論自不可磨，後儒如來氏知德、胡氏滄曉、錢氏辛楣、

焦氏理堂，各有變通修正，均不能越其範圍。」杭辛齋著，林慶彰主編：《學易筆談下》，收於

《民國時期經學叢書》第 2 輯，冊 21，卷 5，頁 703。 
20 袁嘉穀著，林慶彰主編：《講易管窺》（臺中：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8 年），收於《民國時期

經學叢書》第 2 輯，冊 25，卷中，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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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朱熹卦變說的路徑說明清楚。 
由於朱熹的〈卦變圖〉中有大量重複出現的卦象，前人對此大多極力批評，然而

王風此圖可說明原因在於其有兩種不同的路徑，如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便可

分為由〈泰〉卦起始以及由〈否〉卦起始的兩種路徑，而再觀察王風之圖可知由

〈泰〉或〈否〉起始的路徑，其卦象雖然相同，但排列卻完全不同，這也可以證

明朱熹圖中兩者的排列相反，但卦象又重複出現的問題，是由於卦象的循環往復

而來，因此批評朱熹之說頭緒紛然是不成立的。 
 

（三）證明《本義》卷首〈卦變圖〉與書中注文相合。 
此處同樣以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為例，《本義》中： 

〈否〉卦（䷋）注文自〈漸〉卦（䷴）來（圖 23 左半部分） 
 
〈蠱〉卦（䷑）自〈賁〉卦（䷕）、〈井〉卦（䷮）、〈既濟〉卦（䷾）來（圖 23 左

半部分，〈蠱〉卦與〈賁〉、〈井〉卦有實線相連） 
 
〈賁〉卦（䷕）自〈損〉卦（䷨）、〈既濟〉卦（䷾）來（圖 23 左半部分） 
 
〈恆〉卦（䷟）自〈豐〉卦（䷶）來（圖 23 左半部分） 
 
〈漸〉卦（䷴）自〈渙〉卦（䷺）、〈旅〉卦（䷷）來（圖 23 左半部分） 
 
〈泰〉卦（䷊）自〈歸妹〉卦（䷵）來（圖 23 右半部分） 
 
〈隨〉卦（䷐）自〈困〉卦（䷮）、〈噬嗑〉卦（䷔）、〈未濟〉卦（䷿）來（圖 23

右半部分，〈隨〉卦與〈困〉卦、〈噬嗑〉卦有實線相連） 
 
〈咸〉卦（䷞）自〈旅〉卦（䷷）來（圖 23 右半部分） 
 
〈渙〉卦（䷺）自〈漸〉卦（䷴）來（圖 23 右半部分） 
 
由上述羅列可知，王風之圖實將朱熹〈卦變圖〉與《周易本義》注文之關係表達

明白，且證明其之相連，然而王風之說法亦有不少可再討論之處，後文將述之。 
王風之說法可議之處則如下： 
（一）將朱熹〈卦變圖〉的排列次序割裂。 

王風言：「（朱熹卦變圖）圖中與〈恆〉、〈井〉、〈蠱〉相鄰的不是〈益〉，而是〈豐〉、

〈既濟〉、〈賁〉」23，若依其言，則朱熹〈卦變圖〉之次序將會改變，但觀察朱熹

之〈卦變圖〉，可發現圖中各卦之次序實有一定之標準，如由〈泰〉卦起始之卦變，

〈豐〉卦至〈既濟〉卦至〈賁〉卦，其爻位變化下卦三爻皆固定，〈豐〉之九四則

至〈既濟〉之九五，再至〈賁〉之上九，接著〈賁〉卦變為〈隨〉卦、〈噬嗑〉卦，

可觀察出下卦三爻以及的四爻皆固定，所變者為五爻及上爻，由是可知〈豐〉卦、

〈既濟〉卦、〈賁〉卦一行之旁，必須接續〈隨〉卦、〈噬嗑〉卦，而不可接續其

                                                 
23 王風：〈論《本義》注文與卷首《卦變圖》之相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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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往上變化。 
如言：〈泰〉自〈歸妹〉、〈否〉自〈漸〉，在圖中皆由右至左橫跨而成立。依上述

二原則，則《本義》中言卦變者，多可符合其原則，下以（表 15）展現之： 
 

表 15：《周易本義》注文與卷首〈卦變圖〉比對表 
卦象 出現處 符合之原則 

〈訟〉（䷅）自〈遯〉（䷠）來 二陰二陽圖 下至上原則。 

〈泰〉（䷊）自〈歸妹〉（䷵）來 三陰三陽圖 右至左原則。 

〈否〉（䷋）自〈漸〉（䷴）而來。 三陰三陽圖 右至左原則。 

〈隨〉（䷐）自〈困〉（䷮）卦來，

又自〈噬嗑〉（䷔）來，自〈未

濟〉（䷿）來。 

三陰三陽圖

〈隨〉卦自〈噬嗑〉卦，符合下至上原則。

〈隨〉卦自〈困〉、〈未濟〉卦，不符合任

一原則。 

〈蠱〉（䷑）自〈賁〉（䷕）來，

自〈井〉（䷯）來，自〈既濟〉（䷾）

來。 

三陰三陽圖

〈蠱〉卦自〈井〉卦，符合下至上原則。

〈蠱〉卦自〈賁〉卦、〈既濟〉卦，不符合

任一原則。 

〈噬嗑〉（䷔）自〈益〉（䷩）卦。 三陰三陽圖 下至上原則。 

〈賁〉（䷕）卦自〈損〉（䷨）來，

自〈既濟〉（䷾）來。 
三陰三陽圖

〈賁〉卦自〈既濟〉卦，符合下至上原則。

〈賁〉卦自〈損〉卦，符合右至左原則。

〈无妄〉（䷘）卦自〈訟〉（䷅）

來。 
二陰二陽圖 右至左原則。 

〈大畜〉（䷙）自〈需〉（䷄）來。 四陰四陽圖 下至上原則。 

〈咸〉（䷞）自〈旅〉（䷷）來。 三陰三陽圖 下至上原則。 

〈恆〉（䷟）自〈豐〉（䷶）來。 三陰三陽圖 不符合任一原則。 

〈晉〉（䷢）自〈觀〉（䷓）而來。 四陰四陽圖 下至上原則。 

〈睽〉（䷥）自〈離〉（䷝）來，

自〈中孚〉（䷼）來，自〈家人〉

（䷤）來。 

二陰二陽圖
〈睽〉卦自〈中孚〉卦，符合下至上原則。

〈睽〉卦自〈離〉卦，符合右至左原則。

〈蹇〉（䷦）自〈小過〉（䷽）來。 二陰二陽圖 下至上原則。 

〈解〉（䷧）自〈升〉（䷭）來。 二陰二陽圖 下至上原則。 

〈升〉（䷭）自〈解〉（䷧）來。 四陰四陽圖 右至左原則。 

〈漸〉（䷴）自〈渙〉（䷺）來，

自〈旅〉（䷷）來。 
三陰三陽圖

〈漸〉卦自〈旅〉卦，符合右至左原則。

〈漸〉卦自〈渙〉卦，不符合任一原則。

〈鼎〉（䷱）自〈巽〉（䷸）來。 二陰二陽圖 下至上原則。 

〈渙〉（䷺）自〈漸〉（䷴）來。 三陰三陽圖 右至左原則。 

*據《周易本義》所言卦變處以及卷前卦變圖整理，並比較各自符合卦變圖之哪一

原則。 

 
綜合上述，《本義》注文卦變者，其中〈隨〉之自〈困〉、自〈未濟〉（〈隨〉卦與

〈困〉卦差距為三行，〈未濟〉卦則又下移一位）、〈蠱〉之自〈賁〉、自〈既濟〉（〈蠱〉

卦與〈賁〉卦差三行，〈既濟〉下移一位）、〈恆〉之自〈豐〉（〈恆〉卦與〈豐〉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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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兩行，中無他卦）、〈睽〉之自〈家人〉（〈睽〉卦與〈家人〉卦為對角關係）、

〈漸〉之自〈渙〉（〈漸〉卦與〈渙〉卦差距兩行，中有他卦），此五者不能成立，

為朱熹圖中無法解釋之處，然而若依王風之說，則因〈恆〉卦與〈豐〉卦之間無

其他卦，因此〈恆〉之自〈豐〉來可成立，若以此解讀，則餘四者可能為朱熹〈卦

變圖〉中之破綻，因其違反由右至左，一次跨越一行之原則，且前文中已證明卦

圖中之排列皆有定式，則王風之說法，與注文及卦圖之間恐有矛盾。 
觀察（表 15）之整理，發現朱熹〈卦變圖〉之卦變原則確為一爻移動，若以

此觀點，觀察〈三陰三陽卦變圖〉，可發現其圖確實符合此原則，然則細察朱熹〈三

陰三陽卦變圖〉，可以發現其中〈歸妹〉至〈損〉卦、〈豐〉至〈賁〉卦以及〈恆〉

至〈蠱〉卦，其與起始卦〈泰〉卦之關係，皆為〈泰〉卦僅需移動一爻即可變化

而成，而〈隨〉、〈噬嗑〉、〈益〉、〈困〉、〈未濟〉、〈渙〉、〈咸〉、〈旅〉、〈漸〉，又皆

為〈泰〉卦移動二爻變化而成，由此或可將三陰三陽共二十卦，依據起始卦需變

換幾個爻變化而成為原則，可分為四組，分別為起始卦、一爻動組、二爻動組、

三爻動組（變化終點卦），由上述發現，重新檢視各組中之變化關係，可得出（圖

25）： 
 



*依〈三

圖 25：

三陰三陽卦

：朱熹〈三

卦變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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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圖，或可以解釋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之製作思想，首先起始卦為〈泰〉

卦，而一爻動之九個卦，則依據（圖 20）中之排列方式橫列，觀察一爻動組中九

個卦，可以發現相互間皆為一次移動一個爻位即可互相生成之卦，例如：〈賁〉卦

可以由〈損〉卦將九二移往三爻生成或者由〈既濟〉卦將九五移往上爻生成，此

符合前文所論述之由右至左原則或者由下至上原則，且一次僅移動一個爻而已。

而一爻動組中，虛線框所標示之〈恆〉、〈井〉、〈蠱〉三卦，由於在朱熹原圖中並

未與另外六個卦相連，因此造成前文之誤解，然而若嘗試將此三卦與〈歸妹〉至

〈損〉、〈豐〉至〈賁〉六卦，以相同方式排列，則可發現其九卦之間，可依圖（25）

中所標注之箭頭互相生化，由此可解釋三個前文所述之疑問： 
（一）三陰三陽之卦圖中，〈既濟〉、〈隨〉、〈蠱〉、〈未濟〉四卦或有喧賓奪主

之感。 
由於前文中，王風所製之圖中，可以發現〈既濟〉、〈隨〉、〈蠱〉、〈未濟〉四卦佔

據中央位置，並且生化非常多的卦，因此前文產生疑惑，即：何以此四卦能夠有

如此重要之地位，〈三陰三陽卦變圖〉之主角，不應是〈泰〉與〈否〉二卦嗎？但

藉由（圖 25）之呈現，可以發現如〈既濟〉卦因恰好位於一爻動九卦之正中央，

因此與 4 個卦皆有互相生化之可能，以是造成前文之誤解。 
 

（二）《周易本義》言：「〈恆〉（䷟）自〈豐〉（䷶）來。」25然而〈恆〉與〈豐〉

卦在〈三陰三陽卦變圖〉中，並未相接。 
若僅直接觀察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將發現〈恆〉與〈豐〉兩卦並未相接，無

法適用前文中所觀察之卦變原則，然若以（圖 25）中所標示之方法，又發現〈恆〉

與〈豐〉可以解釋，且符合《周易本義》之注文，因此或可存疑。 
 

（三）《周易本義》言：「〈蠱〉（䷑）自〈賁〉（䷕）來，自〈井〉（䷯）來，自

〈既濟〉（䷾）來。」26 
《周易本義》對於〈蠱〉卦之注文實有古怪之感，由於（表 14）之整理，可以看

出由〈賁〉以及〈既濟〉來，並不符合前文所整理之任一原則，然而朱熹為何又

如此言，當有一定道理，而將〈恆〉、〈井〉、〈蠱〉三卦與另外六卦依序排列後，

則可發現《周易本義》之注文絲絲入扣，可由賁卦生化而來，且符合本義中：「自

〈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27這一說法，由此二證據，朱熹〈三陰三

陽卦變圖〉中一爻動的九個卦，其如此排列應為是。 
（圖 25）中，二爻動的卦同樣為九個，然而其排列與一爻動組有較大之差異，

其原因為：在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之原圖中，二爻動之卦，可以由一爻動者

繼續移動一個爻生化而成。因此，〈隨〉、〈噬嗑〉、〈困〉、〈未濟〉皆由一爻動之卦

生化而來，其於（圖 25）中亦以實線表示。 
由此觀點檢視朱熹〈卦變圖〉，可以發現：朱熹將〈恆〉、〈井〉、〈蠱〉三卦，

以及其生化之〈困〉、〈未濟〉、〈渙〉摘出另外排列，主要是由於此六卦可藉由移

                                                 
25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35。 
26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92-93。 
27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93。此處「兼之」乃指自〈賁〉卦來，〈賁〉卦初九上移至

二爻；〈井〉卦上六下移至五爻，而〈既濟〉卦則上六下移至五爻、初九上移至二爻，兩種方

法兼用，方可成〈蠱〉卦。 



 

110 

動一爻而互相生化，若仔細觀察卦畫，可以發現〈豐〉、〈既濟〉、〈賁〉至〈益〉

卦之組，無法僅移動一爻而生化〈困〉、〈未濟〉、〈渙〉，也就是說，朱熹之〈卦變

圖〉，其必然遵守之規則為：互相之生化以一爻移動為限，若兩卦並列，則兩卦間

可以一爻移動互相生化。然而此規則將產生一疑問，即：檢視朱熹〈卦變圖〉，有

些卦並未遵守此一原則，如（圖 20）右半部，〈益〉與〈蠱〉卦為並列關係，然而

〈益〉卦需移動兩個爻始能成為〈蠱〉卦。本研究認為此現象，反能證明二爻動

組必須分開觀察，即：可由〈豐〉、〈既濟〉、〈賁〉，經過一爻移動生化之三個卦為

一組、可由〈恆〉、〈井〉、〈蠱〉，經過一爻移動生化之三個卦為一組、餘下之三卦

則另成一組。 
由上述之分組，可以發現由一爻動組至二爻動組之變化其實是清楚的，且朱

熹非常嚴格的遵循一次移動一個爻的規則，但若將移動一個爻就能生化而成的卦，

全數標列出來，則發現〈豐〉、〈既濟〉、〈賁〉三卦，無法在移動一個爻的規定下，

直接變為〈困〉、〈未濟〉、〈渙〉，相同的現象亦可見於〈恆〉、〈井〉、〈蠱〉，然而

〈豐〉、〈既濟〉、〈賁〉以及〈恆〉、〈井〉、〈蠱〉，卻都可以僅移動一爻變生化為〈咸〉、

〈旅〉、〈漸〉，由此可判斷出朱熹之排列原則為：一爻動組中，僅能由該組三個卦，

以一爻移動之規則生化而來的卦列為同一組，即（圖 25）中一爻動與二爻動交界

處的兩個大組。 
觀察（圖 25）中，二爻動組的九個卦，細分析後又可以發現九卦之中，實可

以一爻移動互相生化，如：〈隨〉、〈困〉、〈旅〉三卦，皆可以一爻移動生化，然則

回歸原圖，三個卦並未相連，故以虛線表示。 後觀察三爻動組與二爻動組九個

卦之關係，又可以發現九個卦皆僅需要移動一爻，便可生化為〈否〉卦，由此一

發現，觀察王風之說法，或有可以再修正處，如： 
（一）（圖 23）左半，規定〈泰〉卦下一卦為〈歸妹〉、〈否〉卦前一卦為〈漸〉。 

此或因王氏欲配合朱熹之〈卦變圖〉路徑而規定，然則觀察一爻動組，實則朱熹

欲以〈歸妹〉或〈蠱〉或〈恆〉為〈泰〉之下一卦皆可，因此三卦皆可由〈泰〉

卦一爻移動而生化，同理，前已說明〈否〉卦可由二爻動組中任一卦，藉由一爻

移動而來，因此此規定實可以放棄，而放棄後，則可發現，（圖 25）之分類方式應

較為合宜，而不需強將〈泰〉、〈否〉之前、後卦皆規定。 
 

（二）（圖 23），將原圖中相連的卦拆分。 
觀察（圖 23）左半，可以發現朱熹原圖中呈直線相接之卦被拆開，如：〈歸妹〉、〈節〉、

〈損〉三卦，在（圖 23）中呈斜線，又如〈恆〉、〈井〉、〈蠱〉三卦，更是被拆開，

連斜線也不算，此現象之原因，即為前述王氏規定〈泰〉卦下一卦為〈歸妹〉、〈否〉

卦為〈漸〉而來，因此必須改變原圖的排列方式方能成說，然而（圖 25）之排列

方式，除一爻動組中，為表現九個卦是可以互相生化，故而將本不相連之〈恆〉、

〈井〉、〈蠱〉三卦暫列為相接，餘皆未更動排列。 
 

（三）（圖 23）欲表現兩爻交換之卦，然造成圖式混亂。 
觀察（圖 23），王氏以虛線表示兩卦之間，可以兩爻交換而生化，然而此將出現一

疑問，即朱熹製作〈卦變圖〉時，究竟以兩爻交換或者僅以一爻交換而成？觀察

（圖 25），可以發現朱熹製作〈卦變圖〉時，其排列方式應以一爻交換為原則。 
由前述，可以反推朱熹〈三陰三陽圖卦變圖〉中，由〈否〉卦為起始，至〈泰〉

卦為終之路徑與排列，至此，朱熹〈卦變圖〉之解讀應已完整，然則此對〈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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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之解讀，與《周易本義》之注文是否相合，以下做一分述： 

以（表 15）中顯示之三陰三陽卦中，「〈隨〉（䷐）自〈困〉（䷮）卦來，又自

〈噬嗑〉（䷔）來，自〈未濟〉（䷿）來。」、「〈蠱〉（䷑）自〈賁〉（䷕）來，自〈井〉

（䷯）來，自〈既濟〉（䷾）來。」、「〈恆〉（䷟）自〈豐〉（䷶）來。」、「〈漸〉（䷴）

自〈渙〉（䷺）來，自〈旅〉（䷷）來。」若以（圖 25）之概念解讀，則〈隨〉（䷐）

自〈困〉（䷮）卦來，又自〈噬嗑〉（䷔）來，自〈未濟〉（䷿）來。應指由〈否〉

卦起始，至〈泰〉卦為終之路徑，與（圖 25）以〈泰〉卦起始，至〈否〉卦為終

不同，而〈蠱〉（䷑）自〈賁〉（䷕）來，自〈井〉（䷯）來，自〈既濟〉（䷾）來。

以及〈恆〉（䷟）自〈豐〉（䷶）來。兩條注文，則側面證明（圖 25）中，一爻動

組的九個卦可以互相生化，且應該合併解讀，而非朱熹原圖中的分開排列，如此，

則又可見及朱熹之排列，具有分組之概念，如：〈隨〉、〈噬嗑〉、〈益〉三卦，無法

由〈恆〉、〈井〉、〈蠱〉三卦以一爻移動而生化，在原圖中可以看出朱熹堅持將此

三卦之變化先行表示完畢，始繼續表示〈恆〉、〈井〉、〈蠱〉三卦，以及其生畫之

〈困〉、〈未濟〉、〈渙〉。 

後為〈漸〉（䷴）自〈渙〉（䷺）來，自〈旅〉（䷷）來。此顯示朱熹認為二

爻動組九個卦之間，並非僅是由一爻動組之卦生化而來，而是互相之間亦有生化

之路徑，其互相生化之路徑，亦一併顯示於（圖 25）中上半之部分，然而由《周

易本義》之注文觀察，或可有一更大膽之推論，即：朱熹〈卦變圖〉雖然顯示二

爻動之卦可由一爻動之卦生化而來，但其注二爻動卦之時，並未言及一爻動之卦，

此或許顯示朱熹將一爻動與二爻動分開看待。即討論二爻動卦之卦變時，不將一

爻動之卦目為生卦之來源，例如：〈漸〉卦不僅可由〈渙〉、〈旅〉兩卦生化，實還

可由〈蠱〉、〈井〉、〈賁〉、〈既濟〉卦而來，然而朱熹並未提及這些卦，僅提及〈渙〉

與〈旅〉卦，因此，（圖 25）中，雖然一爻動與二爻動之卦有實線相連，然而在實

際注解時，應可以排除討論可知。 

綜上所論，朱熹〈卦變圖〉與《周易本義》之注文，其相合應是可以看出的，

然朱熹卦變理論，尚有卦變歌存在，則〈卦變圖〉與〈卦變歌〉之間，其是否相

合仍需分析討論，後文茲分析〈卦變圖〉與〈上下經卦變歌〉（後文稱〈卦變歌〉）

之間的關係： 
《周易本義》卷首所附之〈卦變歌〉，其內容羅列如下： 

 
〈訟〉自〈遯〉變〈泰〉〈歸妹〉，〈否〉從〈漸〉來〈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六五本〈益〉生，〈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來〈大畜〉〈需〉，〈咸〉〈旅〉〈恆〉〈豐〉皆疑似。 

〈晉〉從〈觀〉更〈睽〉有三，〈離〉與〈中孚〉〈家人〉繫。 

〈蹇〉利西南〈小過〉來，〈解〉〈升〉二卦相為贅。 

〈鼎〉由〈巽〉變〈漸〉〈渙〉〈旅〉，〈渙〉自〈漸〉來終於是。28 

 
觀察〈卦變歌〉之內容，其中「〈否〉從〈漸〉來〈隨〉三位，首〈困〉〈噬嗑〉〈未

                                                 
28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前，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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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兼。」29兩句，主要說明〈三陰三陽卦變圖〉之中，〈否〉卦自〈漸〉卦而來，

此可由原圖直接看出，而〈隨〉三位應指〈隨〉卦為〈否〉卦起始之一爻動組，

其排列及生卦路徑與前文所述其實相同。而後又言：「〈蠱〉三變〈賁〉〈井〉〈既

濟〉。」30此條歌辭，與（圖 25）以及前文所論者相同，若將〈恆〉、〈井〉、〈蠱〉

三卦與其他一爻動之六卦合併檢視，則此句歌辭與〈卦變圖〉相合。「〈咸〉〈旅〉

〈恆〉〈豐〉皆疑似。」31一句，若依前述的分為兩卦兩卦來解讀，則〈咸〉與〈旅〉

兩卦不論是〈泰〉卦起始或〈否〉卦起始的方向，皆可互相生化，而〈恆〉與〈豐〉

兩卦，若以〈泰〉卦為起始之方向，則同為一爻動之卦，而其可互相生化則可自

（圖 25）觀察得知，若為〈否〉卦起始，則其生化亦類同（圖 25）中二爻動之生

化路徑，然則若將四卦同時觀察，則應無法解釋。 
以上，可證明朱熹〈三陰三陽卦變圖〉與〈卦變歌〉之內容相合，後文繼續分析

〈卦變歌〉與《周易本義》注文之關係。 
《周易本義》前所附之上下經卦變歌，其內容同樣在說明卦變，茲試析如下： 

 
〈訟〉自〈遯〉變〈泰〉〈歸妹〉 

〈訟〉卦朱熹注：「於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32〈泰〉卦朱熹注：「又

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33此句說明〈訟〉卦自〈遯〉卦來、

〈泰〉卦自〈歸妹〉卦來兩者。 
 
〈否〉從〈漸〉來〈隨〉三位，首〈困〉〈噬嗑〉〈未濟〉兼 

〈否〉卦朱熹注：「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34〈隨〉卦

朱熹注：「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

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35第一句說明〈否〉卦自〈漸〉卦來，

〈隨〉三位則指〈隨〉卦自三不同卦來，後一句則接續前句，說明〈隨〉卦自〈困〉、

〈噬嗑〉、〈未濟〉三卦來。 
 
〈蠱〉三變〈賁〉〈井〉〈既濟〉 

〈蠱〉卦朱熹注：「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

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36此句說明〈蠱〉卦

自〈賁〉、〈井〉、〈既濟〉三卦來。 
 
〈噬嗑〉六五本〈益〉生 

〈噬嗑〉卦朱熹注：「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37說明

〈噬嗑〉卦自〈益〉卦來。 
 

                                                 
29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前，頁 13。 
30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前，頁 13。 
31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前，頁 13。 
32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56。 
33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72。 
34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75。 
35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89。 
36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92-93。 
37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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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賁〉原於〈損〉〈既濟〉會 

〈賁〉卦朱熹注：「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

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38此句說明〈賁〉卦可自〈損〉

卦或〈既濟〉卦變化而成。 
 
〈无妄〉〈訟〉來〈大畜〉〈需〉 

〈无妄〉卦朱熹注：「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39〈大畜〉卦朱

熹注：「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40說明〈无妄〉卦自〈訟〉

卦來、〈大畜〉卦自〈需〉卦來。 
 
〈咸〉〈旅〉〈恆〉〈豐〉皆疑似 

〈咸〉卦朱熹注：「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

剛下居五也。」41〈恆〉卦朱熹注：「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曰：〈恆〉自〈豐〉

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42首二字說明〈咸〉卦、〈旅〉卦自〈泰〉卦始或

自〈否〉卦始時可互相變化，然而本句中〈恆〉、〈豐〉兩卦或不合於朱熹原圖，

因其並未實際相連，然依前文之討論，則〈恆〉、〈豐〉兩卦之生化關係應是可以

確認的。 
 
〈晉〉從〈觀〉更〈睽〉有三 

〈晉〉卦朱熹注：「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43〈睽〉

卦朱熹注：「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

五，自〈家人〉來者兼之。」44首先說明〈晉〉卦自〈觀〉卦來，〈睽〉有三應為

說明〈睽〉卦自〈離〉、〈中孚〉、〈家人〉三卦而來。 
 
〈離〉與〈中孚〉〈家人〉繫 

此句應為說明〈四陰四陽卦變圖〉中，〈中孚〉卦至〈離〉卦再至〈家人〉卦的生

卦關係。 
 
〈蹇〉利西南〈小過〉來 

〈蹇〉卦朱熹注：「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45此處應說明〈二

陰二陽卦變圖〉中，〈蹇〉卦自〈小過〉卦變化之關係。 
 
〈解〉〈升〉二卦相為贅 

〈解〉卦朱熹注：「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
46〈升〉卦朱熹注：「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

                                                 
38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104。 
39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112。 
40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1，頁 115。 
41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31。 
42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35。 
43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43。 
44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51。 
45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55。 
46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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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此說明〈二陰二陽卦變圖〉中，〈解〉卦自〈升〉卦來；〈四陰四陽卦變圖〉中，

〈升〉卦自〈解〉卦來的關係。 
 
〈鼎〉由〈巽〉變〈漸〉〈渙〉〈旅〉 

〈鼎〉卦朱熹注：「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
48〈漸〉卦朱熹注：「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

居五，皆為得位之正。」49前三字說明〈鼎〉卦自〈巽〉卦來，後說明〈漸〉卦自

〈渙〉卦、〈旅〉卦來。 
 
〈渙〉自〈漸〉來終於是 

〈渙〉卦朱熹注：「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

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50此說明〈三陰三陽卦變圖〉中，〈渙〉卦自〈漸〉

卦來。 
 
由上述討論，可看出《周易本義》卷首〈卦變歌〉與《周易本義》之注文，其內

容為相合，亦可看出朱熹卦變理論之排列，實具有一定意義，且依前文之討論，

可看出其理論之內涵相當完整及豐富，而前人非議頗多的朱熹〈卦變圖〉，其價值

可略述如下： 
 

（一）將《周易》中陰陽往復的概念表達清楚。 
如：〈三陰三陽圖〉中，〈泰〉卦起始至〈否〉卦終，又可由〈否〉卦起始而至〈泰〉

卦終，正可為一循環，楊自平於〈「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

察〉中亦有說明，其言曰： 

朱子欲藉此圖呈現六十二卦陰陽升降所有變化，此乃獨立於《經》、〈傳〉

之外，純粹從符號的變化關係來思考的。51 

由其文，可證明朱熹之圖在表示各卦之間的變化上，確有較前人優秀之處。 
 

（二）除〈乾〉、〈坤〉兩卦外，並無特例之卦。 
乾坤兩卦作為眾卦之來源，因此不加入各卦的卦變之中，此可由《朱子語類》：「無

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牝牡陰陽。」52、「天

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53由引文，可知

朱熹認為〈乾〉、〈坤〉兩卦本已涵攝於諸卦之中，而各種的動靜（此處或可引伸

為卦變），亦為表述陰陽之理，此應為〈乾〉、〈坤〉不加入卦變之理由。 

                                                 
47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75。 
48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87。 
49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197。 
50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卷 2，頁 214。 
51 楊自平：〈「易經」「升降」與「反對」兩種卦變義例的考察〉，頁 479。 
52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易一．綱領上之上．陰陽〉，《朱子語類》，收於

《朱子全書》，冊 16，卷 65，頁 2159。 
53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易一．綱領上之上．陰陽〉，《朱子語類》，收於

《朱子全書》，冊 16，卷 65，頁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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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確表現各卦相生之過程。 

如：李之才〈變卦反對圖〉，每一卦皆須反對，雖然可以一次表示兩卦，但也令人

起疑，即為何可以使用反對來表示變卦？因此，朱熹之圖雖較繁複，但避免李氏

反對圖之缺陷。 
由上述討論，朱熹卦變理論之內容應可稱已釐清，與前人相較，其理論之優

點業已清晰，然而朱熹之理論，其生卦之來源不只一卦，雖於理論上說得通，但

卻造成實際運用時的困難，以致遭到後人批評。 
卦變理論中，以荀爽、虞翻一系之升降說為主體之系統，至朱熹可謂大成，

觀察時代稍晚於朱熹之俞琰，以及元代吳澄，甚至更後代之易學家，多不以升降

說為主體，或全盤反對，或雜以其他系統討論，也因此，純以升降說討論卦變，

並對此有新發揮者，大約至朱熹為止。 
 

第四節 南宋時人對卦變的看法 

趙汝楳於《易雅》提及：「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一卦之

變六十四，通為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卦者。」54可以知道南宋時稱占筮時，

占得之變爻導致的之卦現象稱為變卦，而其認為： 

自卦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六十四卦之體，此

卦變也。爻重為六，因各有變，自卦下隂陽之純者為始，上下互易而極三

百八十四爻之變，此爻變也。55 

這裡可以很明顯看到趙汝楳受到程頤、蘇軾的說法影響，認為〈乾〉〈坤〉→六子

卦→八卦相重合為六十四卦以及以升降說為主的卦變方式都是卦變的一種。 

張浚（1097-1164）於《紫巖易傳》中，對卦變則另有看法，其注解〈屯〉卦：

「〈屯〉自〈坎〉變。」56〈蒙〉卦：「〈離〉四變為〈蒙〉。」57〈需〉卦：「卦自〈坤〉

變。」58由上述可以看出張浚其實是使用京房易傳中八宮世應的說法來討論卦變，

而非以虞翻一系之升降或程頤所提之變自〈乾〉〈坤〉來的方法，這顯示了卦變這

一詞彙在南宋其實已被擴展為卦發生變動就算卦變的寬泛意。 

俞琰（《四庫全書總目》作「琬」）59於《讀易舉要》中則言：「孔成子筮，立

縶，遇〈屯〉之〈比〉。晉侯筮勤王，遇〈大有〉之〈睽〉，此筮而以卦變言也。」
60此處可以知道俞琰將占筮時所遇到的變爻目之為卦變，由於俞琰為南宋至元初時

                                                 
54 宋．趙汝楳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易序叢書．易雅．變釋第八》，收於《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濟南市：齊魯書社，1997 年，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卷 1，頁 93-94。 
55 宋．趙汝楳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易序叢書．易雅．變釋第八》，收於《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卷 1，頁 94。 
56 宋．張浚撰：《紫巖易傳》，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北京市：中國書店，1992 年，未註明版

本），冊 4，卷 4，頁 138。 
57 宋．張浚撰：《紫巖易傳》，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4，卷 4，頁 140。 
58 宋．張浚撰：《紫巖易傳》，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4，卷 4，頁 144。 
59 清．永瑢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市：中華書局，1965 年），卷 3，頁 20。 
60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北京市：中國書店，1992 年，未註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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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可知當時應已將討論卦與卦之間互相生化的卦變理論，與實際占筮時所遇

到的變爻現象混為一談，其後又言：「朱子《易學啟蒙》有圖，凡一卦變為六十四

卦。」61亦可由此看出將卦變與變爻兩種不同之現象混淆之情況，其實南宋左右便

已出現，此與後文將提及之朱熹《易學啟蒙》之〈變占圖〉有關，後文將敘明。 

 

第五節 俞琰剛來柔來說 

俞琰之生平，《宋史》、《元史》皆無載，《四庫全書總目》言其：「字玉吾，吳

縣人，生宋寶祐初。」62《中華易學大辭典》則言：「俞氏之生卒為（1258-1314），

字玉吾，字號全陽子、林屋山人、石澗道人，吳郡人。」63《周易辭典》則言：「（約

1253-約 1314），元吳郡人，字玉吾，自號林屋山人。」64綜上所言，俞琰生平應為

（1253?-1314?）。其著作依《中華易學大辭典》所言有：《周易集說》、《讀易舉要》、

《易古占法》、《易外別傳》、《易圖纂要》、《席上腐談》等65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言：「俞琰的圖名為〈先天六十四卦直圖〉，採用虞翻

卦變理則與魏伯陽六十四卦排列方式而成。」66可見高氏認為此〈先天六十四卦直

圖〉（圖 26）是合於虞翻卦變理論的，然而細觀〈先天六十四卦直圖〉之內容，實

未合於虞翻之理論，如：圖中〈鼎〉卦置於靠近〈遯〉卦之側，理應由〈遯〉卦

生來，但虞翻則言：「〈大壯〉（䷡）上之初。」；〈大過〉卦置於靠近〈遯〉卦之側，

而虞翻則言：「〈大壯〉（䷡）五之初。」由此，〈先天六十四卦直圖〉是否真如高氏

所言合於虞翻理論，或仍有討論之空間，而觀察俞琰對此圖的敘述，其言： 

其餘六十卦（指乾、坤、坎、離以外），自坤中一陽生而至五陽，則升之極

矣，遂為六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之生，而至五陰，則降之極矣，遂為六

陰之純坤。67 

可以看出〈先天六十四卦直圖〉乃在於以圖畫方式闡述陰陽消長的變化，而可以

由其圖左右兩端的起始卦：〈坤〉、〈復〉、〈臨〉、〈泰〉、〈大壯〉、〈夬〉、〈乾〉、〈姤〉、

〈遯〉、〈否〉、〈觀〉、〈剝〉看出此其實就是十二辟卦，然而俞琰在後文又言： 

一升一降，上下往來，蓋循環而無窮也，天地如此，人身亦如此，子時氣

到尾閭……戌亥則又歸於腹中，此一日之升降然也，一息亦然也。68 

                                                                                                                                               
本），冊 16，卷 1，頁 405。 

61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16，卷 1，頁 405。 
62 清．永瑢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3，頁 20。 
63 中華易學大辭典編輯委員會：《中華易學大辭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769。 
64 張善文：《周易辭典》（上海市：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584。 
65 中華易學大辭典編輯委員會：《中華易學大辭典》，頁 769。 
66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04。 
67 題古吳石澗道人俞琰述，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輯：《易外別傳》，收於《正統道藏》（臺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1977 年）冊 34，頁 541。 
68 題古吳石澗道人俞琰述，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輯：《易外別傳》，收於《正統道藏》冊 34，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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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胡渭以何理由將俞氏之圖認作卦變圖。 

胡渭言： 

李氏（之才）〈六十四卦相生圖〉，於丹道絶無交涉，安在其為先天邪？竊

疑穆修受學於希夷，唯有〈反對圖〉，而〈相生（圖）〉則李氏以意為之，

頗緣飾以儒者之義理，故其圖彷彿虞仲翔，多與〈彖傳〉相合。唯石澗〈直

圖〉，上〈乾〉下〈坤〉，而〈坎〉〈離〉居中，正得〈乾〉〈坤〉為鼎器，〈坎〉

〈離〉為藥物之意。又據邵子天根月窟之說，自〈坤〉中一陽生，而升至

五陽，遂為六陽之純〈乾〉；自〈乾〉中一陰生，而降至五陰，遂為六陰之

純〈坤〉。一升一降、上下往來，與（魏）伯陽之義吻合，且諸卦皆生於〈乾〉

〈坤〉，無〈姤〉〈復〉小父母之疵，而四陰二陽與〈坎〉並列；四陽二陰

與〈離〉並列，亦皆井然有條理，無重出之病，勝李氏二圖遠甚。然石澗

未嘗自名為卦變也，第因邵子有〈横圖〉、〈圓圖〉、〈方圖〉，而更作〈先天

直圖〉，以申其意。72 

可以看出胡渭認為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因為出於己意，所以附會儒理，因

此與虞翻卦變理論相合，而俞琰〈先天六十四卦直圖〉則與魏伯陽之說吻合，且

並未出現以姤復為小父母之說以及重出的問題，且此圖之排列亦有一定之規律，

因此將〈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目之為〈卦變圖〉，然而這樣的的觀點仍然有其問題，

概因俞琰本人並未將〈先天六十四卦直圖〉作為討論卦變之用，其作此圖主要為

表現一日裡，人身之中氣的流動轉變。 

綜上討論，清儒胡渭開始，將俞琰〈先天六十四卦直圖〉目為討論卦變理論

之圖式，今人高懷民亦持類似看法，然而這樣的觀點應是有問題的，因：俞氏並

未將此做為討論卦變之用、此圖並未完全合乎虞翻卦變有關之注文，且虞翻卦變

之注文，其變例者眾多，若將變例之卦一併考慮，則將發現俞氏此圖與虞翻卦變

之注文不合者不少，也因此，高懷民認為：「俞氏此圖，乃合魏伯陽易與虞翻易而

成。」73是否合於魏伯陽易，本研究不作評論，然不可說合於虞翻易則可。 

依前文所述，可看出俞琰對卦變理論有反對之態度，而俞氏反駁前人卦變之

說法，主要呈現於《讀易舉要》一書中，其名之為〈剛來柔來上下圖〉（圖 27 至

圖 30） 

  

                                                 
72 清．胡渭著，嚴一萍選輯：《易圖明辨》，卷 9，頁 19。 
73 高懷民：《兩漢易學史》，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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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7）至（圖 30）可以略窺俞琰剛來柔來說的梗概： 

（一）倚〈彖傳〉立說 
此可由（圖 27）中俞琰言： 

〈剝〉（䷖）倒轉為〈復〉（䷗），〈復．彖傳〉云：「剛反。」蓋自〈剝〉之

上九反而為〈復〉之初九，反與返同，自外而内謂之反。74 

可知俞氏之理論乃依彖傳而來，俞氏與後世屈萬里同樣觀察到卦與卦之間成兩兩

相反排列的規律，屈萬里言：「〈彖傳〉皆以反對為例……之外曰往，反內曰來。

一倒轉而往來之義見。」75由此一理解，在兩兩相反的規律中，確實可推導出外來

的卦爻是由成對的另一卦而來。 
而在（圖 30），俞氏言： 

〈泰．彖辭〉云：「小往大來。」謂隂往居外陽來居内；〈否．彖辭〉云：「大

往小來。」謂陽往居外隂來居内。〈彖傳〉於〈泰〉云：「天地交。」於〈否〉

云：「天地不交。」蓋對取兩卦相反之義。76 

可知俞氏將〈彖傳〉之上、下、往、來等文字，皆視為卦爻的移動，而其移動之

動力，則是由卦與卦之間兩兩相反而來。 
 

（二）有特例之卦 
觀察俞氏之理論，其實類同於前文提及李之才之〈變卦反對圖〉之說法，也因此

其理論亦將出現如（圖 4）中無法以反對解釋之卦，如（圖 29）中，〈中孚〉（䷼）、

〈小過〉（䷽）兩卦，俞氏言：「〈中孚〉、〈小過〉，此二卦不可倒轉者也，其剛柔相

對，其義亦相反。」77可看出此二卦無法由反對而互相生化，然而由於此兩卦卦畫

之特殊性，仍可以看出兩卦的陰陽爻排列上是相反的，也因此俞氏認為兩者「剛

柔相對，其義亦相反。」 
 

（三）囿於〈彖傳〉之文 
如前文所述，俞琰將〈彖傳〉中上、下、往、來等，皆視為卦爻的移動，並且傳

文中也有不少符合其說法之卦，但仍有少部分不符合其說之卦，如：〈屯．彖傳〉：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

而不寧。」78、〈蒙．彖傳〉：「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噬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

也。蒙以養正，聖功也。」79兩卦之〈彖傳〉皆未提及上下往來等文字，便難以使

用俞琰之理論解釋。 
 

                                                 
74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16，卷 16，頁 407。 
75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頁 2。 
76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16，卷 16，頁 409。 
77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16，卷 16，頁 408-409。 
78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1，頁 21。 
79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勘：《周易正義》，卷 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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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難以解釋由何導致反對 
觀察俞琰之理論，其並未解釋是由何原因，使兩卦可以互相反對？如前文所述虞

翻一脈之卦變理論，其生卦之過程為：〈乾〉〈坤〉→十辟卦→其餘五十二卦，〈乾〉

〈坤〉至十辟卦之動力為一年之中陰陽二氣的消息，然而李之才、俞琰之說法則

未解釋〈乾〉〈坤〉兩卦以及特例以外之卦，是由何原因使其能夠兩兩相對，後世

屈萬里雖亦未解釋原因，但其僅將〈彖傳〉中反對之例作為解釋傳文的原則之一，

並未試圖以反對之例詮釋整個〈彖傳〉，其言：「經文固有反對之義，然以之說全

經，則泥矣。」80因此，俞琰之理論雖在一定程度上有解釋傳文之能力，然而並未

能更為全面的解釋。 

 
（五）並未推衍至全經 

由（圖 27）至（圖 30）可以看出俞衍並未將其理論推衍至全經六十四卦，也就是

其理論與蘇軾相同，僅在部分之卦有效力，此可能是因前述中提及其理論中有所

特例以及難以解釋之處所造成。 
由上述之討論可略為看出俞琰之理論確實有其一定的效力，且其理論亦試圖

徹底的依循〈彖傳〉之文而立說，雖然如此依循傳文是有問題的，但不得不說俞

氏確實開創出一種新的看法，如其所言： 

愚謂漢上（指朱震）但見古注解〈彖傳〉，程（頤）《傳》解爻辭，皆就一

卦之中往來上下，殊不知〈彖傳〉蓋兼論兩卦反對之剛柔，爻辭則論本卦

兩爻相應之剛柔，各有所取也。81 

引文可看出俞琰認為朱震之說乃依卦與卦之間的升降而言，程頤之《伊川易傳》

則是以卦內的爻討論彖傳中升降之義，而朱程二人雖就〈彖傳〉中之上下往來等

文字立說，但並未觸及〈彖傳〉中反對之義，因此，俞琰之理論對反對之易例的

重視是可以見到的，但其理論並未提及兩卦之間究竟因何緣故而能反對之問題。 
考察俞氏《讀易舉要．卦變》之內文，其僅提及：「伏羲畫卦蓋如此，知伏羲

畫卦之原如此，則不泥於卦之先後也。」82也就是兩卦之間的反對以及排列，乃因

聖人而來，而較為特殊者，乃為其認為兩個反對卦之間，其順序是可以不相同的，

如：〈隨〉（䷐）與〈蠱〉（䷑）兩卦，以今傳之卦序而言為〈隨〉在〈蠱〉前，但

依俞琰之說法，其實可以〈蠱〉在〈隨〉前，因兩者互為來源，故可以如此排列。 
 

第六節《易學啟蒙》中〈變占圖〉 

朱熹於《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中提及： 

用九、用六者，變卦之凡例也，……用九，故老陽變為少陰。用六，故老

陰變為少陽。不用七、八，故少陽少陰不變。83 

                                                 
80 屈萬里：《先秦漢魏易例述評》，收於《屈萬里先生全集》第 8 冊，卷上，頁 3。 
81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16，卷 1，頁 405。 
82 宋．俞琰撰：《讀易舉要》，收於《中國古代易學叢書》，冊 16，卷 1，頁 409。 
83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收於《朱子全書》，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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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知朱熹認為變卦之來源為實際占筮時所遇到的變爻，綜合《周易本義．卷

首．筮儀》之說法： 

過揲三十六策（36÷4=9）為老陽，……過揲三十二策（32÷4=8）而為少陰，……

二十八策（28÷4=7）而為少陽，……過揲二十四策（24÷4=6）而為老陰。84 

可以知道六、七、八、九，各自代表為老陰、少陽、少陰、老陽，而綜合前引前

引〈考變占〉之文，可知其實是在指導讀者如何分辨變爻，以及卦中遇變爻必須

陽爻變為陰爻；陰爻則變為陽爻，以此，〈考變占〉後又提及： 

凡卦六爻皆不變，則占本卦彖辭……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

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

卦之彖辭，……四爻變，則以之卦二不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五爻

變，則以之卦不變爻占。……六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85 

此處朱熹明確論及占筮時如遇變爻時，應該如何處理，其實可看出此與前文提及

漢代《焦氏易林》中的某卦之某卦其實是一樣的，也因此，《易學啟蒙．考變占第

四》中所列之圖，其實應該稱為〈變占圖〉方是，而考察《易學啟蒙》中所附之

圖，其實有三十二圖，後文節錄〈乾〉卦之部分為（圖 31），余敦康於其文言及： 

我們可以把《本義》之卦變圖與《啟蒙》之三十二圖做一番比較，雖然二

者的目的與作用不同，前者是為了解說〈彖傳〉，後者是為了查考變占。86 

可以知道《易學啟蒙》中所附之圖，其實是為了解釋或推衍爻變之用，此可由朱

熹：「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87 

                                                                                                                                               
1，卷 4，頁 257。 

84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頁 10。 
85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收於《朱子全書》，冊

1，卷 4，頁 258-259。 
86 余敦康：〈朱熹《周易本義》卷首九圖與《易學啟蒙》解讀〉，《中國哲學史》，2001 年第四期，

頁 13。 
87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易學啟蒙．考變占第四》，收於《朱子全書》，冊

1，卷 4，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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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爻問題，並非如：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89、周欣婷《朱熹《易》學研

究──尊經與崇理的交融》90所言的另一種〈卦變圖〉，周欣婷對《啟蒙》中卦圖

之解讀，亦有可再討論之處，如其文中所言： 

若整體性地考察朱熹所作（易學啟蒙）〈卦變圖〉之變化規律，可發現其論

卦變的綱領，乃是每幅〈卦變圖〉的本卦均先變出五個卦作為生卦之母，

再由此五卦變出其他各卦，合而觀之，每一卦均可變出其他六十三卦91 

由引文可知周文對《啟蒙》卦圖的理解，乃是〈乾〉卦先分別生為〈姤〉（䷫）、〈遯〉

（䷠）、〈否〉（䷋）、〈觀〉（䷓）、〈剝〉（䷖）等五卦，然後五卦再分別變化，此一

理解，其實有待考慮處，《啟蒙》中言：「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92，就

朱熹之言，則可知《啟蒙》中之卦圖實為連續變化，並非由〈乾〉卦先一分為五，

五卦再分別變化，而實際上應將其視為一連續性之過程，然而若作此一解讀，則

周文誤認《啟蒙》卦圖中〈姤〉、〈遯〉、〈否〉、〈觀〉、〈剝〉五卦為生卦之母，其

實為〈乾〉卦生〈姤〉卦（一爻變），而〈姤〉卦之一陰爻，復次由初爻至二爻乃

至上爻，而一爻變表示完後，接著表示二爻變，再依次表示三爻、四爻乃至六爻

全變，即由〈遯〉卦而至〈大壯〉卦，而觀察〈遯〉至〈大壯〉之過程，其陰爻

皆排列有序，且一次僅推導一爻，與《周易本義》前所附之卦變圖之模式相同，

顯然經過朱熹刻意設計。 

侯雪娟則認為「其（朱熹）既以《左傳》、《國語》易說作卦變，此又別立一

卦變，而此卦變既附於《周易》，彼卦變附於《左傳》、《國語》易說」93，依前文

所引，其實《啟蒙》中之卦圖應作變占圖，主要作為《左傳》、《國語》所記載之

占例所用，如：「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94 
考察《啟蒙》中〈變占圖〉，由〈屯〉卦反推，〈屯〉一爻變為〈比〉，比再依

次爻變為〈節〉（䷻）、〈既濟〉（䷾）、〈隨〉（䷐）、〈復〉（䷗）、〈益〉（䷩）等五卦95，

可知朱熹於易學啟蒙中所附之〈變占圖〉，實為以春秋易例為基礎，而推導出之易

圖，用以解釋左傳、國語中所載之占例。 

由前文所討論，可知朱熹之〈卦變圖〉應可分為兩種，一為《本義》卷首所

附之〈卦變圖〉，另一為《啟蒙》中所附之〈變占圖〉，王風之說法雖能使〈卦變

圖〉與注文、卦歌相合，但因其說法有原圖中本來相連的卦割裂，以及為表示兩

卦交易生卦，使圖式過度混亂等瑕疵，因此本研究不完全認同王風之說法，並認

為前人對於朱熹卦變理論之批評，實有再討論之空間，蓋因前儒多認為卦變理論

一次僅能變動一爻，且該爻一次僅能變動一個爻位，若依此原則，則虞翻之卦變

理論為 符合者，然而虞氏之說有變例之卦無法安置，且細究虞氏之說，亦有重

                                                 
89 侯雪娟：《朱熹象數易學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博士論文，2012 年）。 
90 周欣婷：《朱熹《易》學研究──尊經與崇理的交融》（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

文，2015 年）。 
91 周欣婷：《朱熹《易》學研究──尊經與崇理的交融》，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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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卦，因此，本文認為朱熹之〈卦變圖〉，雖然重出，然各卦俱有合理之安排，

排列之方式亦有一定之邏輯，因此可稱朱熹卦變理論乃是極其縝密細緻。 

俞琰之剛來柔來說，與北宋李之才之說法有相像處，然並未發展推衍至全經

六十四卦，此為其可惜之處，而其說與後世屈萬里之說相近，可說兩人都對〈彖

傳〉之文研究極深，然俞琰與屈萬里兩人之說法，仍有差異，屈氏之說仍較俞氏

更為全面與高明，但此一瑕疵並無法掩蓋俞琰跨時代的識見。 

而在南宋時人之著作中，可以知道當時對卦變之看法，其實已將討論卦與卦

之間互相生化的卦變理論，與實際占筮時所遇到的變爻現象混為一談，也因此造

成了後人的混淆 後，朱熹在《啟蒙》中所附之圖，其實是為了說明以及推衍春

秋時代易例以及占筮時變爻而作，並且將《周易》之六十四卦推導至包容世間萬

物之層次，其作用與《本義》卷首之〈卦變圖〉不同，不可混淆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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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卦變理論之發端，可謂自先秦即有，如：《左傳》、《國語》、〈彖傳〉、〈繫

辭傳〉、〈說卦傳〉等經典文獻皆能看出其發端之處，然而除〈彖傳〉中有較為

接近後世討論卦變之文字，餘下皆為概念性或原則性的提及，細觀〈彖傳〉之文

字，其實並未詳細而系統性的說明卦變之方法、原則，因此僅能說其為卦變理論

之發端。若對卦變持較為寬泛之態度，則可以發現漢代如：京房八宮世應說、孟

喜卦氣說、焦延壽《焦氏易林》，乃至與荀爽差不多同時的鄭玄爻辰說，皆可視為

卦變的一種，但若在實際討論時將這些說法皆一併納入討論，則卦變理論將成為

一個過度寬泛的系統，因此說卦變理論或受上述諸說影響，但在實際討論時，不

可將之目為卦變說，且應有意識地作出分別。 

卦變理論較為正式及系統化之出現，當以東漢之荀爽為起始，然而荀爽之理

論，由於存有升降說以及八宮世應兩種系統以及乾坤、六子、《易林》等較不成體

系之說法雜入，有自相矛盾之處產生，亦可由荀爽對卦的生化來源使用多系統的

解釋看出荀爽之卦變說仍處於初發展的階段，以至於多種解釋方式並行，更因荀

氏《易注》的亡佚，導致無法對荀氏《易》做出還原與更精細之判斷，為本文之

缺憾與可惜之處。 

至三國時期虞翻，其以孟喜之卦氣說，輔以荀爽之升降說，為卦變理論作出

極大的貢獻，後世討論卦變理論之基本框架，多以虞氏之說法為本，如：一次移

動一個爻位、以〈乾〉〈坤〉→十辟卦→五十二卦的生卦模式等原則，然而虞氏之

卦變理論，由於受到當時以解經為原則之限制，故而有不少部分出現自違其例之

瑕疵，也因此後世解釋其說理論時出現為數不少的爭論，本文試圖將虞翻之卦變

說做一彌合，由於前人大多將虞氏違例之處，以六子卦作為彌補虞氏違例處之說

法，此作法雖有優點，但有無視虞翻家學之可能，也因此本文提出以孟喜卦氣說

中，四正卦用事之說法彌合虞翻在卦變得違例之處，此做法之結果可將虞翻之卦

變說解釋達接近全部，不能解釋者則可歸於虞翻對荀爽《易注》之繼承，亦可合

於三國志中虞翻對荀爽《易注》之評價。總之，持平而論，則虞氏卦變理論，其

瑕疵雖不小，然無法掩蓋虞氏對卦變理論發展之貢獻。 

目前可考之文獻，虞翻以後而至唐代，此時期討論卦變者，多以補充、彌合

虞翻理論中之違例、矛盾處為主，理論的再創新或發揮則鮮見，如虞翻以後之蜀

才，其將虞翻之理論做了如：生卦來源規定為一個、直述卦變來源、訂定辟卦生

卦來源等等的改造，使卦變理論更加完善而清晰，並且避免了虞翻理論中自相矛

盾以及生卦來源重出的缺失，由以上貢獻，可看出蜀才對卦變理論貢獻亦頗多，

然而蜀才之後，由於王弼之義理易學的影響，討論象數易學者漸少，即便有鑽研

者，亦多為象數與義理兼容，如：南北朝之盧氏，其易學雖有討論至卦變，但仍

兼綜義理，由此觀之，此時期之易學家對卦變理論的發揮與創新是相對較少的，

而就目前留存之文獻、集佚等資料觀察，亦可得出相同的結論。唐代討論卦變理

論者亦甚少，究其原因，乃在於孔穎達所編纂之《周易正義》是以王弼系統之易

學為主，而由於《周易正義》為當時科舉之定本，因此義理易學之影響力亦達到

空前的高峰，與之相應的是象數易學的研究者更加趨少，目前所能見到唐代討論

卦變者，應為侯果，侯氏對卦變理論之創新則少，以目前可見之文獻而言，侯氏

之卦變理論似有將王弼所提出之卦主說加入之痕跡，但因目前留存有關侯氏卦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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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獻過少，尚無法確實看出侯氏是否有所新創。 
至北宋，依照流派的不同，略可分為象數易學：李之才、朱震；義理易學：

程頤、蘇軾來討論。由李之才所流傳之易圖，始出現與虞翻一系不同理論基礎之

卦變說，其中〈變卦反對圖〉之意義應在以反對之解經方法以及圖像化之方法闡

明如〈雜卦傳〉之傳文；李之才之〈六十四卦相生圖〉則在分析後可得出該圖有

繼承虞翻卦變理論之部分，然而在繼承之餘，李氏又有不同的發揮，如：跳脫辟

卦的範疇，十辟卦在其理論之地位降低，以及〈六十四卦相生圖〉之理論基礎，

應是建基於〈說卦傳〉而非孟喜之卦氣說，若持平來說，其實李之才之易圖可能

不能視同荀爽、虞翻一系之卦變說法。較李之才稍晚的朱震的《漢上易傳》中，

卻發現朱氏將李之才的理論視為完全繼承虞翻而來，因此，可在朱氏《漢上易傳》

中見及其試圖以李之才之理論解釋虞翻之說法，而此一嘗試，在分析《漢上易傳》

中提及卦變處之文字後，可發現朱震之嘗試並未竟其全功，其主要原因便是李氏

易圖並非全盤建基於荀爽、虞翻一系的理論基礎，辟卦的生化能力與地位在李氏

易圖中是降低甚至取消的，是故，以後見之明來看，朱震以李之才之易圖與易學

理念解釋虞翻之卦變說法，當然是不能成功的。 
義理易學一脈，則由程頤提出一跳脫虞翻以來所主張的，以卦內爻位的升降

來生化他卦的卦變理論，即程頤所提出之〈乾〉〈坤〉→六子卦→八卦疊合為六

十四卦之說法，然而程頤在實際註解經傳時，由於其體例與虞翻一系之說法過於

相像，以至於自南宋朱熹開始，咸以討論虞翻卦變說之框架看待程頤之說法，因

此認為程頤之說法有誤或有自相矛盾之處，時至近年，日本學者花崎隆一郎於〈易

程傳卦變說札記〉一文中，始徹底將程頤之卦變說法以清楚之圖解分說明白，因

此，在解決程頤說法中關於卦外而來的陰陽爻之問題後，可以說程頤之卦變理論

以及其理論背後蘊藏之哲學思想應已全幅朗現，此或可替程頤之卦變說重新正名，

並見及後續繼續深入之可能。 
在蘇軾之《蘇氏易傳》當中，可以發現蘇軾並未提出一完整的卦變理論，就

其於《蘇氏易傳》中之文字而言，可看出蘇軾與程頤類似，咸以為〈乾〉〈坤〉

→六子卦方是卦變之來源，但蘇軾並未認為此說可推及全經六十四卦，其認為卦

變僅及於僅限於三子或三女交疊的卦，也就是蘇軾所認為之卦變理論，是有侷限

性的，並非一個可以推衍至六十四卦的理論，此即程頤、蘇軾兩人卦變理論之基

本差異，也因此，蘇軾之說法雖然在其所預設的範圍內可以完整詮釋，但此一通

達，乃建立於其局部性上，而無法將之擴展至《周易》全部六十四卦。程、蘇二

人之說法，另一較為大的差異在於程頤將卦變理論加入了理學的成分，程頤試圖

將卦變理論擴充至可以概括人事的層面，關於此努力，可在討論程頤卦變說之處

見及，此處不再引述，此一將卦變理論附加思想上價值的改變，是程頤 為明顯

的改變，綜觀程頤以前諸多易學家都未在此一面向上做出較多的發揮，可說此為

程頤對卦變理論做出不可抹滅之貢獻。 
至南宋朱熹之卦變說，可發現朱熹將荀爽、虞翻一系，以卦內爻位升降為主

要生卦方法之卦變理論完成至非常高的程度，朱熹之卦變理論中，無任何特例之

卦、全由十辟卦而來為其 大特點，然而朱熹之〈卦變圖〉，或由於表現循環往

復的《易》學特徵，除〈乾〉〈坤〉與十辟卦外，餘下諸卦皆有重複出現之現象，

造成無法確定各卦由何卦生成的缺失，後世學者對此皆頗有批評，有朱熹卦變理

論與其〈卦變圖〉為不可用之說法，今人王風〈論《本義》注文與卷首《卦變圖》

之相合〉一文則打破朱熹卦變理論不可使用之成見，雖然經過分析後，王風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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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仍有割裂朱熹〈卦變圖〉之排序、三陰三陽之卦圖中，〈既濟〉、〈隨〉、〈蠱〉、

〈未濟〉四卦或有喧賓奪主之疵，但其以一全新的角度對朱熹卦變理論重新檢視

之貢獻，實不可抹滅之。 
經前文分析討論，朱熹之卦變理論，其完整性非常高，且無前人有特例、變

例、自違其例之弊病，可稱為極其優秀之說法，然而因重出以及一卦有多來源之

可能，造成實際使用上有所困難，因此遭到後人批評，前文中對朱熹卦變說所做

的試詮，乃建基於王風說法而來，在王風限定生卦路徑時，本文則發現朱熹之〈卦

變圖〉中，其路徑之所以令人有限定之感，乃在於排列之整齊性而已，若以移動

的爻位作為分類原則，則朱熹〈卦變圖〉之生卦路徑可以在一爻移動之組中隨意

取用，並不需要被卦圖所侷限，且前文業以圖式證明一爻移動組之九卦可互相生

化，此九卦又可再以位爻移動生化為二爻移動組的九個卦，而二爻移動之卦間，

又可互相生化，於是朱熹〈卦變圖〉之生卦與變化可全幅朗現，前儒雖對其說多

有批評，但持平論之，朱熹之理論仍不失為以升降說討論卦變之大成。 
南宋之俞琰則提出以反對為理論基礎之卦變理論，此一理論乍看之下似乎接

近李之才〈變卦反對圖〉之理論，然而俞氏與李氏易圖所表現之說法仍有一定程

度之差異，此差異 主要表現於李之才之易圖之意義上，分析李氏易圖後，可知

其主要內容在於表現、闡述〈雜卦傳〉之傳文，俞琰之理論，則主要在於闡述〈彖

傳〉之傳文內容，此與後世屈萬里對〈彖傳〉的看法較為類似，然而經前文之分

析後，可知俞氏與屈氏兩人之說法，仍存有部分的差異，如：俞氏較為拘泥於〈彖

傳〉之傳文，試圖以此擴及全經六十四卦，屈氏則無此拘泥之病，然而考量到俞

氏所處之時代，其學術上之能力與見識可說令人讚嘆，因其跳脫自虞翻以來的理

論窟臼，而以〈彖傳〉極為基本之義例重新推演出一新說法，此為其學術貢獻所

在，即便有所拘泥，仍不可小覷。 
南宋時期，對卦變理論之看法與前人亦出現相異之處，如：趙汝楳、張浚等

人，對卦變之定義改變為：只要卦發生變動，就算是卦變。也因此，朱熹在《易

學啟蒙．考變占第四》中討論、整理春秋時期筮例而製的〈變占圖〉，被後代的

學者誤認為卦變的一種，其實兩種易圖之功用是不相同的，此為不可不察的部分。 

綜觀卦變理論之發展，宋代以前皆以虞翻之說法為主，虞翻以後至唐代諸易

學家，多以補充、彌合虞翻說法為主，至北宋，象數派學者仍可見及試圖為虞翻

理論糾錯之努力；義理易學者則試圖提出一新說法，以達到反對虞說之目的，但

如前文對程頤說法之分析，實有未竟全功之憾，其失敗原因其實就建立在時人提

及卦變時，仍以虞翻之說為主流，也因此未能跳脫荀爽、虞翻以卦內爻位升降做

為卦變方法的窟臼，此可見及虞翻對卦變說的影響力至斯。南宋朱熹則提出一極

完整的，以升降說為主之理論，但也由於其試圖將所有變化表現完整，故有重出

之缺失，也因此缺失，在實際運用上，有所困難，此亦無法將其評為完美，朱熹

稍後之俞琰，則全憑〈彖傳〉立說，以其時代之侷限，竟能與民國易學大家屈萬

里有極為相似之理論提出，是可知俞氏之驚人眼光，然而俞氏之說仍有誤區，此

為其說之失，由此可知，卦變理論之發展經過，大抵荀爽、虞翻奠定其基，並且

荀爽、虞翻一系之升降說法成為討論卦變時的主流，而此一流脈至朱熹可稱為大

成，餘者如李之才、程頤、蘇軾、俞琰，雖則有所新創，然而或被目為虞翻之說

的繼承、或被時人或後學以虞翻之說法為框架檢視、或並未將其說推演至全經、

或在解釋上仍有所誤區，因此皆未蓋過主流之說法，成為討論卦變時的新主流，

以至於以南宋這一時代，觀察討論卦變者之說法，仍以荀、虞一系升降之說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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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然而荀、虞之說，其實矛盾、違例處頗多，這亦是後世如：黃宗羲、錢大昕

乃至杭辛齋、屈萬里等人，以自己的見解整理、詮釋虞翻等人理論之原因，由此，

荀爽、虞翻一系卦變理論之發展，至南宋朱熹之說法出現後，可說略告一段落，

而其後如元、明、清等朝代，對朱熹之說法多有反對，乃至於提出不屬於荀爽、

虞翻一系之新說法，實有極多可討論之處，惟因篇幅所限，故本文僅止步於宋代，

未能對宋代以後之時代做出更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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