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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的《易》數與數學： 

以〈極數概〉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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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收錄天文、曆算、聲律、醫藥、物理、算數的知識，

反映出中國古代科學家、數學家以《周易》為一切自然原理之基礎的信念。作為「內

算」的數學，可以發揮通神明、順性命的大用；而作為「外算」的數學，也有經世務、

類萬物的應用價值。數學之所以具有如此崇高的功能，是因為它根源於《周易》，因此

受到《周易》形上之理的滲透，並分享了《易》數能預卜未來的神祕力量。《圖象幾

表》在繪製與解說《易》圖時，在《河圖》、《洛書》等象數學中融入大量數學的內

容，突顯出中國古代《易》學與數學並未歧而為二的思維模式。 

關鍵詞：《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數學，象數，內算外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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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總論《易》學流派時，提出著名的「兩派六宗」說，

以象數與義理為兩派，卜筮、禨祥、造化三宗屬象數，老莊、儒理、史事三宗屬義

理，扼要的說明絕大多數《易》學著作的內涵。然而《易》道廣大，「旁及天文、

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

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1 這一種《易》學與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結

合，包含天文、曆算、聲律、醫學、物理、數學等專門知識，以及明末天主教傳教

士傳來的西學。它和兩漢的象數學以及宋代以降的《河圖》《洛書》學有很密切的

關係，其內容又不能完全被歸納在象數學的範圍內。因此，它的定位有些曖昧模

糊，既不在兩派六宗之內，又不能完全脫離傳統《易》學的範疇，而被劃入自然科

學類的著作當中。 

《周易時論合編》（以下簡稱《周易時論》）正是這一種內涵複雜，因而難以

被歸類的作品。從《周易時論》的序文來看，該書廣泛吸收歷代重要《易》學家的

學說，融合宋元明十分流行、且擁護者眾多的《河》《洛》象數學，用以表達宇宙

生成的圖示，並與各種自然科學結合，意圖將「一切生成、天然秩敘、元會呼吸、

律曆徵幾、通志成務、體用神明，兼該悉備」。2《周易》卦爻的生成變化，邵雍

《皇極經世書》提出的元會之說，從正史《律曆志》發展出的所有天文、曆算之

學，都包含在《周易時論》中。《周易時論》的企圖心很大，它試圖總括歷代

《易》學所累積的義理、象數學說，融合自然科學知識，成為《易》學成就的一項

總結。 

                                                 

1 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頁

54。 
2 李世洽〈周易時論序〉：「邵、周、程、朱是為正鐸，而理寓象數，中旁皆通。近代王陽明、焦

弱侯、管東溟、郝楚望、孫淇澳、高景逸、黃石齋、倪鴻寶諸先生之說，萬派朝宗矣。一切生

成、天然秩敘、元會呼吸、律曆徵幾、通志成務、體用神明，兼該悉備。實造化人事之橐籥、百

家九流之指歸也。」又：「《時論》紹聞則祖明善而彌廷尉，集說則循康節而遵考亭，而又精探

揚、京、王、鄭、周、程、張、蔡之奧，以匯及近代名儒鉅公、窮經博物諸君子，不下十百餘

家，綜合全豹，徵幾析義，綱舉目攡，亡慮數十萬言，亦何燦然其明備也！」方孔炤、方以智，

《周易時論合編》，《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 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首，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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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時論》這種學術風格的形成，一方面來自於桐城方氏家族對《易》學和

自然科學的愛好，另一方面則是方氏家族對明末心學風氣不滿，而主張站在數理實

測的立場糾正其弊。在方氏家族方面，《周易時論》的主要作者是方孔炤 (1590-

1655) 和方以智 (1611-1671)，編輯者則包括方鯤、方兆及與方以智的兒子方中

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泰等人。方氏家族向來以《易》學傳家，方以智的曾祖

方學漸著有《易蠡》，祖父方大鎮著有《易意》和《野同錄》，叔祖方鯤有《易

盪》，老師王宣3 有《風姬易遡》，可以說是桐城地區著名的《易》學世家。此

外，方氏家族對天文、物理、數學等學科非常熟悉，並重視明末傳教士東傳之科學

知識。如方孔炤著有〈崇禎曆書約〉；方以智著有《物理小識》，精擅律曆、算

數、聲韻等知識，其考證文字收於《通雅》中；方中通秉承家傳數學，著有《數度

衍》。同時，方氏家族交往之師友亦不乏精於數理之專家，如王宣撰有《物理

所》，熊明遇著有《格致草》，以及精通《易》象與律曆之學的黃道周，4 揭暄精

於天文學和數學等等。方氏家族特殊的學術興趣，以及他們的師友往來，長期以來

已吸引學界相當多的關注，因此有相當豐富的研究可供參考，於此不再贅述。5 

另一方面，相較於晚明流行的陽明學和禪宗思想，《周易時論》固然有部分心

性學的內容，但很有意識的批評心性之學有廢學逃玄的弊病，因此花費較多力量在

《易》數和物理學的研究上。這種崇尚實證和數算的學風是針對時代弊病而發，把

晚明《易》學的象數理論推展到極致。故方以智於〈象數理氣徵幾小序〉云： 

為物不二之至理，隱不可見。質皆氣也，徵其端幾，不離象數。彼掃器

                                                 

3 方以智〈虛舟先生傳〉曾稱讚王宣：「智十七八即聞先生緒論，曠觀千世，嘗詩書歌咏間，引人

聞道，深者徵之象數，其所雜著，多言物理。是時先生年七十，益深於《河》《洛》，揚、京、

關、邵無有能出其宗者。」方以智，《浮山文集．後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3 冊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1，頁 659。 
4 崇禎十三年 (1640)，方孔炤因故下獄，與黃道周同在獄中，談《易》不輟；方以智當時隨侍在

側，得以向黃道周請教其《易象正》、《三易洞璣》之象數學，並趁機蒐集父親與黃道周所衍之

《易》圖，加深了家學《易》學的深度和廣度。方以智對此事之回憶，可見於方以智，《浮山文

集．別集》，卷 1，〈跋南泉所藏銅海書帖〉，頁 709。 
5 如：張永堂，《方以智的生平與思想》（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77）；

羅熾，《方以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王煌文，《方以智的家學與際遇對其

西學之影響》（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沈信甫，《方以智易學形上

思想研究》（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周易時論》之編纂過程，以

及相關版本之考述，可參考彭迎喜，《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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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離費窮隱者，偏權也。日月星辰，天縣象數如此；官肢經絡，天

之表人身也如此；圖書卦策，聖人之冒準約幾如此。……胡康侯曰：象

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示其度，地產其狀，物獻其則，身

具其符，心自冥應，但未嘗求其故耳。6 

這段文字不但收錄在《浮山文集》中，也被專門討論物理學的《物理小識》置於卷

首，用以闡明《易》象數與物理之關聯。物之「理」雖然無法視覺化、具象化，但

是天地之間的一切物質都可以用象數表現，天文星象、人體經絡均為如此。方以智

主張，聖人創作《周易》的圖書卦策，便是教導人如何以象數來探求物理的規律。

據此，方以智批評「掃器言道」者，讓《易》學流於虛無的玄談，而不能從事實證

的「質測」之學。因此，他於《物理小識》自述云：「智每因邵、蔡為嚆矢，徵

《河》《洛》之通符，借遠西為郯子，申禹、周之矩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

之情。易簡知險阻，險阻知易簡，《易》豈欺人者哉！」7 換言之，以邵雍、蔡元

定為代表的《河》《洛》象數之學、天主教傳教士傳入的西學，以及中國古代《周

髀算經》所代表的算數學，都可以根據《周易》被整合起來，提供學者研究數學、

物理學的知識基礎和重要原理。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學界對《周易時論》之研究，或偏重義理、或偏重象數，

尤其對於《圖象幾表》中豐富的自然科學較少措意，不可不謂為一項遺憾。不少從

義理切入的學者提倡「三教歸易」之說，8 關注《周易時論》或方以智思想中

《易》學與儒、釋、道三教之關係，強調《易經》乃是方以智統合理學、莊子、禪

宗思想的基礎。從象數切入之學者，如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對《周易時論》之先

天後天圖、河洛中五說、陰陽五行觀作詳盡的討論。朱伯崑已經發現象數學與自然

科學的關係較為密切，對此有一定的重視。不過，他用唯物主義的角度判斷《周易

時論》的價值，認為該書之「哲學體系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性質，可以說是宋明以

來象數流派中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也是《易》學史上象數之學發展的積極成

                                                 

6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6，頁 577。 
7 方以智，《物理小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總論〉，頁 3。 
8 主張此說之學者不少，包括：王煜，〈方以智倡三教歸「易」論〉，《中國文化月刊》，56（臺

中：1984），頁 30-39；謝明陽，《明遺民的莊子定位問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1）；劉浩洋，〈三教歸易：明遺民方以智忠、孝兩全的生命實踐〉，《東華漢學》，12（花

蓮：2010），頁 209-243；陳秀美，〈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會通思想〉，《宗教哲學》，62

（新北：2012），頁 39-55；張曉芬，〈體無內外，道無彼此──試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

學術思想〉，《孔孟學報》，93（臺北：2015），頁 17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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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9 一旦涉及《周易時論》的三教思想，朱伯崑便會批評：「最終又陷入了唯

心主義。」10 這種以唯物、唯心二元對立的架構來分析《易》學的作法較為粗

糙，其解釋力早已不能滿足當前研究所需。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觀察角度，來

解釋《周易時論》中自然科學的定位及其與傳統象數、義理學的關聯。 

《圖象幾表》共有八卷，置於《周易》經傳的注釋之前，收錄《易》圖象以及

《易》學與天文、曆算、樂律、語言、醫學、物理相會通的知識，而且幾乎每個知

識領域都與數學有關。《周易時論》中的「數學」涉及好幾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是

直接從《周易》經傳衍生出的《易》數問題，其次是後代學者以《易》學為基礎所

創發的與數學相關的學說，再次是天文、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所運用到的數學，最後

則是第八卷〈極數概〉，其中許多內容接近、或者符合近代學科意義中的數學問

題。《圖象幾表》所收錄的內容眾多，展現出方孔炤、方以智身為數學家、物理學

家的興趣，和過去象數派、義理派《易》學家均有不同，此點便值得我們作一番較

為細緻的分析。從它試圖建立一套數學體系，用數學模型來表達和計算物理現象而

言，與現代科學的思維確實有重疊之處。 

值得留意的是，儘管《周易時論》精於數學的運算，它始終嘗試著把數學連結

到《周易》的卦爻數和宇宙觀，並認為這是聖人最深奧的「通幾」之學。〈極數

概〉取《周易》「極數知來」之義名篇，自由地操作數字演算事物變化的規律，進

而逼近極限概念，也昭示著《周易時論》試圖揉合《易》數與數學的觀點。問題

是，《易》數和數學是依據什麼原理結合起來？在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史上，有沒

有先例可循？現代數學已經完成抽象化、理論化，進而擺脫具體現象的推算，成為

獨立的學科，而《圖象幾表》企圖建立數學和《易》數的鏈結，對於明末清初數學

和《易》學的發展而言，究竟有哪些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為了反省上述問題，本文

將以《圖象幾表》為考察核心，從中國傳統數學的觀念切入，反思《易經》在古數

學發展中扮演的地位，藉以闡明《圖象幾表》對各個層次數學問題的討論是繼承哪

些傳統而來。接著，我們便可較具體的說明《易》數何以被視為數學的起源，並且

舉出《圖象幾表》中《河》《洛》之學與「極數」之概念為例，探討它具體以哪些

方式討論《易》數與數學的結合。 

                                                 

9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 4 卷（臺北：藍燈文化，1991），頁 394-395。 
10 同前引，頁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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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算與外算：《圖象幾表》中的「數學」觀念 

中國古代「數學」（以下均加引號表示）包含純粹的算數和數術兩方面內涵，

因此不能完全以現代數學觀念視之。今人所稱之數學 (mathematics) 從日本傳來，

而日本採用數學一詞則是來自李善蘭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所用的術語，中國傳統上則

稱之為算數。然而，中國古代的「數學」並非現代學科意義上的一個分支，而是散

見於《易》學、天文曆算和數術等幾個門類中。「數學」有討論方田、粟米等具體

應用問題的算數一面，這也是近代科學史家對中國數學特質的一種常見的認知，然

而「數學」也有與宗教性意義的數術操作無法分割的一面。應該承認的是，不是所

有算數學家都賦予算數以數術的意義，諸如《孫子算經》、《海島算經》等算數書

籍討論的問題，也很難說是為數術操作服務。不過，在可供查考的文獻當中，包括

正史史家和成就極高的許多數學家，確實將「數學」聯繫到《易》學、陰陽五行學

說和數術之上，形成一項不容忽視的傳統。在這項傳統中，《易》學中數學的基本

意義固然是計算蓍草數量，但其目的則是服務於占卜吉凶、感通幽冥；而中國古代

的天文學和曆算學一方面建立在實際觀測資料和數學運算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也服

務於星占學 (astrology) 和曆忌學，作為天子施政授時的根據。11 至於數術中的相

法、堪輿、五行、方伎等等，無不需要一定程度的數學運算作為基礎。 

正因中國古代「數學」的全貌，包含著單純的算數和具有宗教意義的數術操

作，使得研究數學史的學者很早就發現中國「數學」具有這部分的內涵。李約瑟指

出，算數的「算」字的竹字頭表示「計曆數的算籌」，另外一種字體「祘」則「肯

定是出自計算和算命的聯繫。」此外，「算和數這兩個字經常帶有預卜未來的意

味」，雖然這部分內容不在他所研究的數學史範圍內，但組合計算和預測命運的關

係，仍是「有待進行歷史研究的另一門準科學」。12 事實上，《說文解字》對

數、計、算、筭、祘的定義為：「算，數也」；「數，計也」；「計，會也，筭

                                                 

11 如江曉原主張「天學」是中國古代數術的主體。天學包含兩大部分，一為通天象以預知吉凶之星

占學，一為造曆擇時之曆忌之學。古代政權以天命之轉移為合法性根基，加以通天時、調陰陽是

古代政教中的主要成分，故天學為所有政權所重視和壟斷。曆法不是為農業服務，其主要目的是

預測交食，用於政治上的星占和授時。大至軍國 (Judicial astrology) 小至個人生辰休咎和行房時日 

(Horoscope astrology) 均由天學之內容所決定。算數固然是天學不可缺少的基礎知識，但就其功能

來說，仍屬於一種數術推算的技巧。見江曉原，《天學真原》（臺北：洪葉文化，1995）。 
12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0），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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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筭，長六寸，計歷數者」；「祘，明視以筭之」，13 確實說明古代「數

學」和《易》卦占卜、曆數計算等數術性的內涵關係密切。繼李約瑟之後擔任李約

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對數術的內容更感興趣，他指出中國古代的「數學」包括算

數、數字學和數術三個部分，經常混合使用，算數方面以《周髀算經》、《孫子算

經》、《九章算數》等書為代表，數字學則來自於《周易．繫辭傳》中的天地之數

與《河圖》、《洛書》所構成的魔方陣（或稱幻方、縱橫圖，英文 magic 

square），數術方面應用極廣，從《周易》本身用蓍草卜算吉凶的筮法，到六壬、

遁甲、太乙神數、紫微斗數等占卜之數皆屬之。14 現代數學家對數術多半不感興

趣，或者立基於啟蒙理性的立場將其斥之為古代迷信，因此經常忽略古代「數學」

在數字學和數術上的造詣。現代的《易》學家也經常忽略或排斥這部分的內容，專

門以哲學方法來分析《周易》。然而，《周易時論》中的「數學」同時包含所有這

三個門類，因此必須留意到它們之間的關聯性。 

儘管中國從事數學史的學者，如李儼、錢寶琮、師從李儼的杜石然，以及李繼

閔等人，對於古代「數學」中所蘊藏的「象數神祕主義」持批判態度，斥之為「唯

心主義」的糟粕，然而他們都觀察到中國「數學」確實有數術這一部分的內容。15 

由於這幾位學者都是數學家出身，其生活年代適逢馬列主義、唯物主義掛帥的中

國，因此受到政治和哲學思潮的影響，對於非物質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傳統多

半視為迷信而加以排斥。然而他們對中國數學史研究有奠基性的貢獻，亦不應忽

視。相較之下，晚近的科學史家對「數學」中的數術內容日益重視，如俞曉群闡明

了中國古代「數學」中「內算」與「外算」的雙重意義，對數字的文化現象作出許

多有價值的討論；16 樂愛國也從《周易》對古代「數學」和曆法的影響著手，闡

明出更多哲學與科技史的關聯性。17 

                                                 

13 許慎，《（宋刊本唐寫本）說文解字》（臺北：華世出版社，1982），頁 160、111、85、160、

19。 
14 數學、數字學、術數的分別，以及《河圖》、《洛書》與數學魔方陣之關係，參何丙郁〈易數與

傳統科學的關係〉、〈從科技史觀點談易數〉、〈從另一觀點探討中國傳統科技的發展〉諸文。

何丙郁，《何丙郁中國科技史論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 198-238。 
15 杜石然、郭書春、劉鈍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李繼閔著，曲安京、金英姬整理，《算法的源流：東方古典數學的特徵》（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7）；杜石然，《數學．歷史．社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 
16 俞曉群〈數：一個神秘的文化現象〉、〈中國數：東方神秘主義的淵藪〉、〈數術：它的產生與

演化〉、〈數學：古今思想觀念的衝突〉、〈易數：徜徉在科學、非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等文

章。俞曉群，《數與數術札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204-326。 
17 樂愛國，〈周易對中國古代數學的影響〉，《周易研究》，3（濟南：2003），頁 76-80；〈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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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研究當中，「內算」與「外算」這一對由秦九韶 (1208-1261) 所提出的

觀念，不僅對中國數學史而言有很高的價值，對於理解《周易時論》這一類《易》

學與數學相會通的作品而言，更有關鍵性的意義。秦九韶論「數學」之意義云： 

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詎容以淺近窺

哉！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知氣。髀矩濬川，土圭度晷。天地之大，

囿焉而不能外，况其間總總者乎？爰自《河圖》《洛書》闓發祕奧，八

卦九疇錯綜精微，極而至於《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無不

該、鬼神之情莫能隱矣。聖人神之，言而遺其麤；常人昧之，由而莫之

覺。要其歸，則數與道非二本也。……今數術之書，尚三十餘家。天象

歷度謂之綴術，太乙、壬、甲謂之三式，皆曰「內算」，言其祕也；

《九章》所載，即《周官》九數，繫於方圓者為專術，皆曰「外算」，

對內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18 

天文學、曆算學等推算星辰運行、制定氣朔曆度的綴術，推至於《河圖》、《洛

書》、《大衍》、《皇極》等推闡人事之變與鬼神之情的學說，都屬於「內算」一

類。有學者懷疑，太乙神數、六壬神課、奇門遁甲等占卜和數術技巧，為何也被歸

類在內算，而且這種觀點還是出自數學成就極高的秦九韶之手。19 事實上，這恰

好說明前述諸多學者所觀察到的現象：古代天文和曆算服務於星占學和曆忌學，這

一部分的「數學」也與算命、卜筮等數術彼此融合。因此，「內算」的功用對應到

秦九韶所言的「數學」之大用，亦即「通神明、順性命」；而現代學科分支中的數

學，在中國古代被視為一種專門的技術，屬於「外算」，其功能則是在現實中生活

中處理具體的應用問題，如推策、定律、句股（髀）、方圓（規矩）、濬川、土

                                                 

《周易》對中國古代曆法的影響〉，《周易研究》，5（濟南：2005），頁 55-59、70；《中國傳

統文化與科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北京：

中華書局，2002）。 
18 秦九韶，《數學九章》，《叢書集成新編》第 41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數學九章

序〉，頁 66。 
19 如杜石然認為秦九韶「把數學和《易經》象數卜筮等等混淆在一起……不能不使他在思想上有一

定的束縛，從而具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侷限性。」杜石然，《數學．歷史．社會》，《宋元數學

史》，第 1 章，〈秦九韶及其《數書九章》〉，頁 485-486；李繼閔則曲折的為秦九韶開脫，認為

他只是援引「當時流行的道學家的思想」，實際上「對於道學家的玄奧之說並不十分相信，而其

對數學的倚重是在於經世致用。這實際上是對象數神秘主義的一種否定。」李繼閔，《算法的源

流：東方古典數學的特徵》，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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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度晷等等。這些應用問題屬於「數學」之小用，亦即「經世務、類萬物」之

類。中國數學史研究的核心，包括《周髀算經》、《孫子算經》、《九章算術》等

在內的《算經十書》，以及秦九韶自己撰寫的《數學九章》，主要都是討論「外

算」的部分。 

秦九韶主張內算和外算「其用相通，不可岐二」，是因為他認知到中國古代

「數學」傳統同時包含兩者，只是他也已經意識到兩者的差異，並在概念上作出區

別。這種觀念存在於相當數量的一群《易》學家和自然科學家的觀念裡，並同樣反

映在《周易時論》中。儘管《圖象幾表》在討論數學問題時並不主動去分別內算和

外算，但是從目錄中觀察不同卷數所收錄的著作，仍然可以看出同樣的觀念深入書

中。 

《圖象幾表》一共八卷。若狹義地依照現代數學的標準來看，全書以第八卷

〈極數概〉與數學的相關度最高。不過，由於數學在中國古代並未有獨立之地位，

而是和數術相連結，分散在不同學術類別中。因此，如果以中國圖書分類的架構來

分析，《圖象幾表》的內容可謂雜亂無章。以《四庫全書》的分類法為例，第一卷

內容為〈圖書〉，即與《河圖》、《洛書》相關的圖象與學說；第二卷〈卦畫〉，

主要是表現八卦與六十四卦生成和排序的大小橫圖、方圓圖等；第三卷分為〈八

卦〉和〈卦變〉兩部分，前者討論先天、後天八卦相關問題，後者則是京房、朱

熹、來知德、黃端伯等人的卦變學說。這三卷大體上屬於經部《易》類的象數學。

第四卷分為〈蓍策〉和〈卦序〉兩部分，前者列舉《漢書．藝文志》之《三統

曆》、關朗、一行《大衍曆》、朱熹、邵雍、丁易東等人學說，討論卜筮時計算蓍

草的大衍數、參天兩地的參兩數、一到十的天地之數等問題；後者則是蕭景元、黃

端伯和方大鎮對卦序的見解。第四卷的內容一部分屬於經學問題，但涉及《三統

曆》與《大衍曆》的部分應歸類在子部的天文算法類。第五卷〈旁徵〉的內容相當

複雜，涉及京房《京氏易傳》、邵雍《皇極經世書》、揚雄《太玄經》、《洞極

經》、衛元嵩《元包經》、司馬光《潛虛》、蔡沈《洪範皇極內外編》等根據《周

易》發展出的理論，以及〈五行雜變約〉談及的十一種五行學說（淨陰淨陽、天

卦、地卦、雙山、四經、玄空、洪範、金精鰲極、八卦變曜、《都利聿斯經》十一

曜命、珞琭三命五行）。這些三式、星禽、祿命、卜相、堪輿所應用的數術應歸類

在子部數術類，而本卷另一部分內容則屬於子部儒家類。第六卷歸類同樣複雜，

〈律呂聲音幾表〉（包括律呂新書、積算約準、八十四調、律娶妻生子圖、黃鍾冪

實算約、燕樂論約、邵子聲音解、納音附等切字母、旋韻圖說、聲數諸說）等律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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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聲韻知識分屬經部樂類和小學類，〈五運六氣圖〉〈人身呼吸十二經卦氣圖〉等

醫學在子部醫家類。第七卷〈崇禎曆書約〉所涉及到的天文學在子部天文算法類，

〈兩間質測〉的物理學在子部雜家類。第八卷〈極數概〉，討論的是《河圖》《洛

書》數、參兩數、天地數、句股術、天方圖以及併倚、乘倚、除倚、追倚、損益

倚、比例倚等數學問題，則是子部天文算法類。20 

《圖象幾表》的內容被拆解得如此細碎，看似毫無系統，其實是因為「數學」

在中國古代原本就不是獨立的學科。這些知識若依照《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則

分屬於六藝略易經類，諸子略儒、道、陰陽、雜、小說各家，數術略的形法、雜

占、蓍龜、五行、曆譜、天文共 109 家；21 在《隋書．經籍志》中分別屬於經部

《易經》類，子部天文、曆數、五行等類；22 在《郡齋讀書志》中，分屬經部

《易》類，子部儒家、道家、天文、星曆、五行、醫書等類；23 在《千頃堂書

目》中，分屬經部《易》學與小學所附之算學類，以及子部天文、曆數、五行等類

別。24 無論是從哪一種圖書目錄的分類系統來看，《圖象幾表》的內容都會被拆

碎得不成片段，然而這並不代表它毫無系統、缺乏一貫的編撰標準，只是當數學和

《易》學及數術學綁在一起無法分割的時代，還沒有一套清晰的目錄系統能說明數

學的性質和分類。 

不過，如果廣義地以內算與外算的標準觀之，則《圖象幾表》所表現的是中國

古代「數學」的全貌，並不偏向內算或者外算其中一方。它的編排方式，恰好是以

「數學」為主軸來編纂整部作品。該書前七卷內容是「數學」的主體，亦即通神

明、順性命、燮理陰陽、觀天授時的「內算」之學；第八卷是討論狹義數學問題，

屬於經世務、類萬物的「外算」之學。它的卷帙順序也大體反映出以《周易》經學

為尊，天文曆算次之，五行數術次之，而最後附以算數問題的價值排序。換言之，

《圖象幾表》可以說是一部「數學」書，它關懷的課題是一貫的，而其內容均依附

                                                 

20 見紀昀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1 冊、第 3 冊。 
21 班固，《漢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0，頁 437-458。 
22 魏徵等，《隋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

卷 32，頁 234-245；卷 34，頁 257-271。 
23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史部第 687 冊（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5），卷 1，〈經部〉，頁 134-159；卷 3，〈子部〉，頁 188-215。 
24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叢書集成續編》第 67 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 1-32，頁 1-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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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周易》，以《易》數為基礎向外展開。《圖象幾表》如何詮釋此種「數學」與

《周易》之關聯性，對其數學思維有深刻的影響，因此也是下節著重的討論課題。 

三、《易》數為算數本原 

《周易》在整個數學史的發展上，具有相當特殊而又關鍵的地位。單就兼容內

算與外算的「數學」而言，《易》數可以被包含在內；不過，相當多的「數學」理

論都宣稱其基礎建立在《周易》之上。那麼，為何《周易》對「數學」──其他自

然科學亦然──來說如此重要？它們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理解？為簡化問題，下文

討論會以《周易》和算數的關係作為論述重點，而不細究山醫命卜相等以數術為主

軸的知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代表「數學」純粹指算數，只不過是為了透過兩

者的比較，以突顯《周易》在廣義「數學」中發揮的特殊作用。 

粗略來說，《周易》和算數有四種關聯性。首先，是《周易》本身就涉及到的

算數問題，如〈繫辭傳〉「大衍之數」所描述的揲蓍法，必須運用到除法求取商數

和餘數的觀念；天地之數運用到奇偶數的概念，把一到十的數字分開；參兩數用到

因數和倍數的觀念。其次，是從《易》數中所推演出的算數問題，比如秦九韶在

〈蓍卦發微〉將「大衍之數」改造成的「大衍求一術」，和《孫子算經》中的「物

不知數」問題同樣屬於一次同餘式的數學題目。25 而由《河圖》、《洛書》所衍

生的魔方陣，描述的是在方形內排列數字 1到 n2，使每行、每列或對角線上數字相

加之和都等於 ½n(n2+1) 的數學問題。26 第三，《周易》的自然觀、宗教觀、數學

觀被援引，以作為自然科學知識的哲學基礎。最後，數學家將自己解決數學歸因於

《周易》時，所有數學和科學知識都成為證成《周易》哲學的證據。前兩點關聯性

相當具體，然而是算數學家才會處理的專門課題。後兩點更具普遍性，尤其是以

《周易》作為算數本原的觀點，不僅是許多算學家的共通信念，甚至可說是他們推

                                                 

25 參錢寶琮〈求一術源流考〉與《中國算學史》第九章〈秦九韶〉論及「大衍求一術」部分。收入

杜石然、郭書春、劉鈍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 1 卷，頁 30-44、302-306；李儼，

《中算史論叢》第 1 輯，〈中算家的縱橫圖研究〉，收入杜石然、郭書春、劉鈍主編，《李儼、

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 6 卷，頁 164-214；杜石然，《數學．歷史．社會》，《宋元數學史》，第

4章，〈大衍求一術及其他〉，頁 525-528。 
26 參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頁 123-137；杜石然，《數學．歷史．社會》，

《中國數學簡史》，第 5 章，「縱橫圖」，頁 159-161；錢寶琮，《中國算學史》，第 17 章，

「奇偶縱橫圖」，收入杜石然、郭書春、劉鈍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 1 卷，頁

31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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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易》數、追求算數發展的動機所在。因此，後兩點也是下文討論的重心所在。 

《圖象幾表》很明顯的反應出以《易》為算數本原的觀點。《圖象幾表》主要

作者之一的方以智，從年輕開始便很重視算數。他的《通雅》是一部考證學的著

作，該書卷四十為「算數」部，廣泛討論到古代方田、粟米、鉤股、冪積、隙積等

法。《通雅》是方以智三十二歲夏季在北京寫成的，27 雖然沒有立即刊刻流通，

但這部分學問和《易》學同樣出自於早年讀書的積澱。同一時期方以智還撰寫了討

論算數與《易》數關係的〈參兩說〉，日後當他編纂《周易時論》時，將該篇文章

收錄到書中卷八的〈極數概〉中，具有提綱挈領的性質，並表現出早年和晚年觀點

的一貫性。〈參兩說〉開篇便以算數來解釋《易》數的參兩數： 

天三合九，地二合六，圓一圍三而用全，方一圍四而用半，此本說也。

蓋嘗借泰西為問郯，豁李長者之表法，反復卦策，知周公商高之方圓積

矩，全本于《易》，因悟天地間無非參兩也。28 

天三合九，指天數前三個數相加，1+3+5=9；地二合六，指地數前兩個數相加，

2+4=6。這與《河圖》、《洛書》的生成圖示有關，下文會再討論。圓一圍三，指

一個圓形的直徑為 1，則其周長（圍）為 1×π（圓周率）。若取小數點以下兩位，

數值為 3.14，約等於 3。方一圍四，指正方形的邊長為 1，周長為 4。「參兩」所

用之數為 3與 2，由於 3相當於圓周長，故云用全，而 2僅為矩形周長的一半，故

云用半。由此，方以智將方圓周長的計算，和《周易》的天地之數、參兩之數聯繫

起來。他試圖以此論證，一切算數都是《易》數的表法。他的靈感來自於傳教士帶

來的泰西數學，因此稱之為「問郯」。這個典故出自《左傳．昭公十七年》，當時

孔子曾向郯子詢問郯國國君用鳥名官之事，得到郯子詳盡的回答，因此孔子感嘆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29 孔子向郯子詢問官名的典故出現在此，比喻泰西之

學說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鏡。李長者指唐代李通玄 (635-730)，他精通儒家及佛教典

籍，尤其專力於《周易》與《華嚴經》的會通。李長者的典故出現在此有兩重意

義，首先是比喻印度傳來的學說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鏡，其次則是表達《易》數具有

會通域外數學的功能。在這種基礎上，方以智主張商高積矩的古代算術都以《易》

                                                 

27 〈通雅又序〉：「壬午夏以智又記」。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37。 
28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頁 166。 
29 左丘明傳，杜預集解，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注疏》，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

刊本》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48，頁 4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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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根本，而天地之間所有事物變化都可以用《易》數的推演來表現。 

如前所述，把《易》數與算數連上關係，是中國古代「數學」的特性，方以智

並非發明者，而是繼承了傳統的數學思想。關於《易》象和數學之間的關係，早在

先秦時代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左傳．僖公十五年》曾云：「龜，象也；筮，數

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30 當古代巫者在龜甲上鑽孔燒

灼，並運用其裂紋占卜吉凶時，龜甲上裂開的紋路便是「象」。用蓍草推算卦爻，

求取卦象時，所推的蓍數便是「數」。換言之，無論象、數或《周易》的占卜，原

本都來自於具體事物的形象與數量。繼《左傳》之後，《後漢書．律曆志》在歸納

古代數學觀念時，也運用同樣的觀念作為發端：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

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橈作甲子，隸首

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

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

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

紀以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31 

《後漢書》繼承了《左傳》的觀念，把《易》「象」與「數」連結起來。它點出了

十進位的一、十、百、千、萬，作為數字運用時共通的標記單位，並主張律、度、

量、衡、曆等多個不同的知識領域，都是數學應用的範圍。中國古代算數由具體的

計算問題發端，使得數學很容易與物理知識產生聯結，進而應用到天文、度量、聲

律等領域上。上文提及《通雅》卷四十為「算數」部中，討論過律、度、量、衡的

計算問題，這證明了方以智確實理解中國古代算數的內容，而《周易時論》在以

《易》數會通數學和物理時也用其作為理論之基礎。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便能理解〈參兩說〉提及「周公商高之方圓積矩」，以

及〈極數概〉中特別撰寫〈商高積矩圖說〉的用意。在〈商高積矩圖說〉中，《周

易時論》首先引述一段《周髀算經》以句股、積矩論「數之法」與「數之所生」的

文獻： 

                                                 

30 同前引，卷 14，頁 3923。 
31 司馬彪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第 3 冊（北京：中

華書局，1997），〈律曆上〉，頁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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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

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

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

者，此數之所生也。32 

這段文字全出於《周髀算經》，由現代數學知識觀之，所論之句股定理不難於理

解。首先，一個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句、股）為 3、4，則其弦邊（徑）為 5。把四

個三角形之弦連在一起，可以得到一個邊長為 5的正方形。以此正方形的中心點為

圓心，以圓心到正方形任一角的長度為半徑，就可以畫出一個圓形。此即「積

矩」，或者稱為「環而共盤」。根據句股定理繪製的方圓圖如圖一： 

 

圖一：商高積矩圖
33

 

圖一正中央的格子，稱之為「中黃」，取中央為五行之土，其色為黃之義。值得注

意的是，由於方與圓寄寓著《周易》宇宙觀中天圓地方之意義，一張以方形和圓形

構成的積矩圖，實則象徵著整個天地，而中黃則象徵著天地之中、五方中央的關鍵

位置。在理解這張圖時，除了句股定理的意義外，這層隱喻也不應忽略。中黃和其

他每一格都是邊長 1、面積 1的正方形。粗體線條邊長 3者為句，邊長 4者為股。

除去中黃之外，整張圖由四個邊長 3、4 的矩形所構成。由邊長 5 的正方形畫出的

圓形，恰好可以用邊長 7的正方形包裹住。由於從三角形和矩形可以畫出正方形，

從正方形可以畫出圓形，因此可以說「圓出於方，方出於矩」。若將此原理繼續發

展下去，可以推演出如何以半矩求得圓面積的純數學問題。這種問題在古代算數中

早已有之，方以智熟悉算數典籍，理應對其有所研究。不過，方以智對這張圖的詮

                                                 

32 《周髀算經》，《四庫全書珍本別輯》第 1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上之 1，頁

2-5。 
33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商高積矩圖說〉，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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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核心觀念是說明《周易》的原理如何反映在半矩的邊長運算上，接著為積矩圖

中的數字運算賦予《易》數的意涵。因此，方以智在此沒有繼續發揮純數學的理論

問題，而是在《周髀算經》的文字和〈商高積矩圖〉下按語云： 

愚者益以歎大衍矣！三、四、五，十二也，勾股開方實二十五也，三、

四、五之開方實五十也。積矩之圖為四十九，以中黃藏其一焉，以五五

之實居中，則外周二十四也。四其十二，則中黃如單井闌干之十字焉。

除中交之十字，則四各九交。用中道，則為十六。以介數之，亦八八

也。象即有數，即具五方，何往非《圖》《書》引觸，獨算經哉？34
 

首先，3、4、5 是三角形句、股和徑的邊長，以 3+4+5=12，以弦長 5 開平方為

25，以 32+42+52=50。「積矩之圖」即是上圖邊長為 7 的正方形，中黃為正中央的

方格，由於三角形和矩形均圍繞此一方格排列又不相重疊，故云「藏其一焉」。由

於此正方形總共 49 格，符合《周易》的「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數，

而中黃藏其一又象徵著揲蓍過程中掛一不用之意，故方以智認為《易》數和數學的

句股定理基於相同的原理而生。把最外圈的格子去掉，只留下邊長為五的正方形居

中，則此正方形有 25 格，此即「以五五之實居中」；此時最外圈的格子共有 24

格，故云「外周二十四」。把中黃去掉，整張圖可以分為四個十二格的矩形，此即

「四其十二」。把中黃為軸心的十字去掉，則邊角總共形成四個九格的正方形，此

即「四各九交」，亦取揲蓍過程中揲四之意。把九格的正方形加上中央十字上的格

數，則成為邊長 4、面積 16 的正方形，四個正方形相加，其面積 16×4=64，剛好

符合《周易》六十四卦的卦數。據此，方以智認為《周易》卦數和大衍數的產生，

均與數學句股原理可以互通。 

接下來，《周易時論》還利用點畫圖和句股方圓圖示，為積矩圖作出幾種變

體。圖二的兩種圖示都在計算圍繞中心點的每一圈共有幾個方格或圓點： 

                                                 

34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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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加之每圍加六                      若加之每圍加八 

       

圖二：每圍加六、每圍加八圖
35

  

左圖以一圓點為核心，每向外增加一圍，原點數必以六的倍數增加。故第一圈為

六，其次「二圍十二，三圍十八，四圍廿四，五圍三十，六圍三十六，共一伯廿

六，本中一焉。」右圖以方格為核心，每向外增加一圍，方格數必以八的倍數增

加。故第一圈為八，其次「二圍十六，三圍二十四，四圍三十二，五圍四十，六圍

四八，七圍五六，八圍六四，九圍七二，十圍八十，十一圍八十八，十二圍九六，

十三圍百四，十四圍百十二，十五圍百二十，十六圍百二十八。」36 

這些圖象和數字的運算都不複雜，只是在方圓積矩的圖示中加入一些基本的自

然數四則運算。邵雍早在北宋就曾說過：「算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乘數，

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37 單從算數的角度來說，並

沒有什麼神秘的意味。然而，一旦《周易時論》把它們和《易》數聯繫在一起，就

賦予了數字形而上的意義。從《左傳》、《後漢書》等典籍把算數和卜卦時蓍策之

數聯繫開始，算術的數字便被賦予了推算吉凶的神祕性質，《易》學家也因此相信

以《易》數推算事物變化、歲數氣運以迄宇宙生成，和以數學計算方田、句股、曆

法、度量，都是根據同樣的形上學原理。這種為數字賦予形上意義，將數學視為自

然現象運行之原理的想法，接近於畢達哥拉斯學派「萬物皆數」的概念。數是認識

世界的重要手段，反映出整個宇宙和諧的規律。一到十每個數字都有特定的神祕屬

性，人類也可把數學應用到魔術、占星術等方面，藉此預知未來、改變命運。38 

                                                 

35 同前引，卷 8，頁 164。 
36 同前引。 
37 邵雍著，衛紹生校注，《皇極經世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卷 13，〈觀物外

篇〉，頁 513。 
38 參杜本禮、高宏照，〈試論畢達哥拉斯派數論與《周易》八卦象數之學的異同〉，《河南財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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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絕大多數花種的花瓣數量遵循「斐波那契數列」(Succession de Fibonacci) 的排

序、雪花結晶為完美的六角形、所有真因子之和等於自身的「完全數」(perfect 

number)、兩數彼此因數之和等於對方的「親和數」(amicable pair) 等等，被後代數

學家當成自然現象遵循數學原理的証明，這刺激出近代科學以數學模型表示一切自

然現象的企圖。儘管中、西方的「萬物皆數」觀仍有差異，但後世「數學」的發展

均受其極大的影響。因此，當《周易時論》利用參兩之數運算時，發現：「兩第二

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千萬無出于二四八六者；參天一極

三，而九，而二十七，而八十一，千萬無出於一三九七者」（見圖三），39 它並

不單純指數學上 2、3 的開方運用，而是以數字表現天地萬物的本質，並且用數字

的推算代表事物的千變萬化。這種《易》數與算數的關聯，是數學家和研究《周

易》哲學者很容易忽略，但又應該留意到的。 

 

圖三：參兩用數圖
40

  

四、《易》數與《河圖》《洛書》學 

除了透過句股定理，《易》數與算數的關聯還可以用數字學的點畫圖象建立起

來，也就是《周易時論》非常看重的《河圖》《洛書》學。《河圖》《洛書》的起

                                                 

院學報》，3（鄭州：1988），頁 103-106；劉朝暉，〈中西數學思想差異探源──《周易》與畢

達哥拉斯學派數理觀之比較考察〉，《青島教育學院學報（綜合版）》，Z1（青島：1993），頁

56-60；俞曉群、王前，〈兩種「萬物皆數」觀念及其對科學發展的影響〉，《自然辯証法通

訊》，16.4（北京：1994），頁 45-50。 
39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五合相藏說〉，頁 168。 
40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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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來自於《周易．繫辭上傳》的記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41 然

而，〈繫辭傳〉所稱之《圖》《書》，未曾明言為何種圖書，若依據兩漢以來的文

獻記載，《圖》《書》原本指的是《易》和《尚書》兩部經典。如班固《漢書．藝

文志》把《洛書》理解為《尚書》，故引〈繫辭傳〉云：「《易》曰：『河出

《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42 劉歆和王充則以

為《河圖》是八卦，《洛書》是《尚書》中的〈洪範〉。43 這種觀念和宋代以降

的《圖》《書》學大不相同。 

《河圖》、《洛書》從宋代開始專門指數學的九宮圖，是受到五代陳摶以及宋

代劉牧、邵雍、蔡元定和朱熹等學者的影響。不過，算數、數術與數學的九宮圖連

結，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數學家徐岳的《數術記遺》。該書云：「九宮算，五行參

數，猶如循環」，甄鸞注：「九宮者，即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

一，五居中央」，44 其數字排列與《大戴禮記．明堂》所載之明堂九室之數相

符：「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45 在這種九宮圖中，每一個行列的三個數字

相加都是十五，是一種數學的魔方陣。到了宋代的象數學家手中，開始用點畫圖示

來表現九宮圖。圖中的白點為奇數，黑點為偶數，圓點的數量可換算成一到十的數

字，並且與《周易》的天地之數相配。《河圖》的四方之數相加為 15，分別為

8+1+6、6+7+2、2+9+4、4+3+8=15。《洛書》則是典型的九宮方陣，每一行列和斜

線相加均為 15。宋代《易》學明確以點畫圖示來定義《河圖》、《洛書》，對後

世象數學產生極大的影響，此舉不但顛覆了兩漢時期對《河圖》、《洛書》的觀

念，並且把《易》數、算數結合成一套圖象體系。 

                                                 

41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7，頁 170。 
42 班固，《漢書》，卷 30，頁 438。 
43 「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班固，《漢書》，卷 27 上，〈五行志〉，頁 340；「夫聖王起，河出

《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

《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

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

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王充，《論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卷 20，〈正說〉，頁 428。 
44 徐岳，《數術記遺》，《四庫全書珍本別輯》第 1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11。 
45 戴德著，方向東集解，《大戴禮記匯校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8，〈明堂第六

十七〉，頁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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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河圖》
46

 圖五：《洛書》
47

 

圖四、五是宋代以降《河圖》、《洛書》的基本圖示。《周易時論》利用了

《河圖》、《洛書》黑白圓點和線條的形式，創造出新的圖象，來將參兩數、卦爻

數、句股積矩圖結合。方孔炤所設計的〈九六圖說〉如圖六： 

 

圖六：九六圖說之一
48

 

圖六是以一到五共五個數字構成的《河圖》。天三合九、地二合六是用《周易》的

天地之數來解釋「參天兩地而倚數」，故天數即奇數 1+3+5=9，地數即偶數

2+4=6。九與六兩個數字符合《周易》老陽為九和老陰為六之義，故〈參兩說〉

云：「參兩者，所以用九六也」，49 以此說明《河圖》與《易》數之通理。到目

前為止，還是傳統的《河圖》學說之應用。接下來，方孔炤把這幾個圖示聯繫到卦

                                                 

46 圖四、五引自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1，《河圖洛書舊說》，頁

21。 
47 原書《洛書》上排僅有八個白點，有誤，今繪圖時已改正為九個白點。 
48 圖六至十一均引自：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九六圖說〉，

頁 165。 
49 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卷 6，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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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的數目上（如圖七）： 

 

圖七：九六圖說之二 

原本八卦取象歌中的「乾三連，坤六斷」是在形容〈乾〉卦每一爻均為陽爻，乃是

長條橫畫而無中斷，〈坤〉卦每一爻均為陰爻，狀似陽爻從中截斷變為六個短橫

畫。方孔炤為了配合九六之數，因此用黑白點取代了橫畫，使〈乾〉卦變成九個白

點，〈坤〉卦變成六個黑點，使其與《河》《洛》圖示相應，又與參兩、九六之數

相符。把〈乾〉〈坤〉之黑白點以一陽一陰的順序排列，則成為圖八： 

 

圖八：九六圖說之三 

此圖呈現〈乾〉卦九點與〈坤〉卦六點交融的圖象，以〈乾〉為天、〈坤〉為地而

言，「寓天貫地中而包乎地外之象」。50 若以〈乾〉為父、〈坤〉為母取象，則

〈乾〉〈坤〉相交之後能生出〈坎〉〈離〉〈震〉〈巽〉〈艮〉〈兌〉六子，組成

完整的八純卦，其圖如下： 

    

 
圖九、十、十一：九六圖說之四、五、六 

                                                 

50 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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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橫視之為六〈離〉三〈坎〉」，每一列均可分解成左右各一〈離〉卦和中央

一〈坎〉卦。由圖九轉向圖十，則是使「中〈乾〉不動而旁交，則為二〈坎〉二

〈離〉」，亦即將中間一行的三個白點定住不動，而使兩側共四行的黑白點相交，

則以縱向視之，可形成兩個〈坎〉卦和兩個〈離〉卦。由圖十再變為圖十一，以同

樣的原理使黑白點相交，則可以變成〈震〉〈巽〉〈艮〉〈兌〉四卦。如此一來，

以《河圖》《洛書》表現卦爻生成、參兩數、天地數的圖象便完成了。 

需要補充的是，方孔炤運用這些圖象表現出方圓積矩的圖示。這些圖不在〈九

六圖說〉內，而是與上節的句股方圓圖搭配出現。本文既已解釋過《河》《洛》圖

的基本運用，因此有條件來解釋這些圖象： 

 

圖十二：河洛方百數母
51

 

圖十二右手邊的方框中，是把《河圖》《洛書》數變成一陰一陽排列的方陣。《河

圖》數是 1+2+3+4+5+6+7+8+9+10=55，《洛書》的九宮格少掉 10，故其數字是由

1加到 9=45。把《河》《洛》數相加，就得到 55+45=100。把 100變成黑白點，再

從左下到右上畫出斜線，以右下為《河圖》數、左上為《洛書》數，就完成了這張

圖。為了把《河》《洛》數與參兩數搭配，方孔炤繼續繪製了下一張圖： 

                                                 

51 圖十二至十四均引自：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九六圖

說〉，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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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加至千萬皆加兩也 

圖十三右手邊的框中，上方格是依照天數 1+3+5+7+9=25 而畫出呈金字塔型的 25

個白點，下方依照地數 2+4+6+8+10=30 的數字，同樣畫成金字塔型的 30 個黑點。

此外，這兩張圖的左手邊「圍圓每層加六，圍方每層加八」的圖示，則是把原本用

方格繪製的〈商高積矩圖〉改變為圓點圖，以便把算數學融合進來。接著，方孔炤

又繪製第三張圖： 

 

圖十四：兩天兩地相合共一百十一 

圖十四右手邊的框中，是把兩倍天數 50 加上兩倍地數 60，得到 110 之數，並排列

為四個金字塔型嵌合而成的方型陣列。左手邊則是以 10 個黑點排成邊長 4 的正三

角形，向外加一層則成為邊長 7 的正三角形，每向外加一層則規律增加多 9 個白

點。這些圖示展現出《易》數基本的運算和以圖象推演的法則。方孔炤和方以智都

相信，參兩數、天地數、卦爻畫、方圓積矩圖與《河》《洛》圖的原理相通，因此

可以透過數字和點畫圖象的中介，將卦爻生成、天地生成、宇宙生成的過程展現在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的《易》數與數學：以〈極數概〉為核心 

 
421

讀者面前。他們相信聖人創作《周易》的目標，就是為了幫助人透過《易》象數瞭

解宇宙的奧秘。儘管這些圖象只能呈現生成原理的一小部分，但是把圖和數無限推

演下去，萬事萬物的變化都逃不出《易》數的演算之中。 

《周易時論》在天文、曆法、地理、醫學、數學、音律等方面，都運用到《河

圖》《洛書》的象數觀念，礙於篇幅，本文不能一一窮舉。在此僅以《周易時論》

對參兩數的討論為例，考察它如何推演《河圖》《洛書》數和參兩數，以迄於無窮

盡之大數： 

一、三、五，陽九也，天三也；二、四，陰六也，地二也。此十五生數

以起數。二、三為五之數，本也。《河圖》去十，而金火易位為《洛

書》。陽正陰隅，則以三倍之，不出于一、三、九、七之四正；以二倍

之，不出于二、四、八、六之四隅，此參兩之用始也。……自此千萬互

用損益，卦蓍律曆，无往不然，此參兩之正用也。52 

參兩實用，見于《洛書》，前此三千年，未有發明者，故列其概云：中

統四生四成之《河圖》，既變中應四正四隅之《洛書》，則一極三而為

九，三九二十七，三其二十七為八十一，極畡、秭無出一三九七者，此

以四正之陽參天也；兩一為二，兩二為四，兩四為八，兩八為十六，兩

十六為三十二，兩三十二為六十四，極畡、秭無出于二四八六者，此以

四隅之陰兩地也。53 

這兩段引文，前一段為方孔炤以《河》《洛》學說註解「參天兩地而倚數」之語，

後一段為方以智〈參兩說〉之文字。兩段文字大意相同，文字亦有不少沿襲之處，

可以說是方氏父子一貫相傳之學。他們都認為實際運用《周易》參兩數的方法寄存

於《河》《洛》圖示中。《河圖》以 5、10 為中央，以 1、6，2、7，3、8，4、9

為四方。由於 1、2、3、4 為生數，6、7、8、9 為成數，故《河圖》四方各有一生

數、一成數，共稱之為「四生四成」。經過金火易位（原本屬金的 4、9 與屬火的

2、7 互換位置）之後，《河圖》變成《洛書》的九宮格圖，因此除了中央 5 之

外，共有八個方位，亦即「四正四隅」。以「參天兩地」之數的 3、2 為倍數，天

                                                 

52 同前引，卷 13，〈說卦傳〉，頁 582。「一、三、五，陽九也」，原文作「一、二、三，陽九

也」，因二為偶數、地數，於義不合，故改之。 
53 同前引，《圖象幾表》，卷 8，〈參兩說〉，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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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3 乘以東、西、南、北四正位的陽數 1、3、9、7，地數 2 乘以東北、西南、東

南、西北四隅位的陰數 2、4、8、6，開方之後可乘至於無窮盡之大數。畡、秭都

是中國古代算數的單位，接續在個、十、百、千、萬、億、兆之後，為京、垓、

秭、穰、溝、澗、正、載。這些單位或採十進位制，或採一萬進位的中數進位制，

或採平方進位的上數進位制，故至少有三種不同算法。54 然而，無論此處採用的

大數進位為十進位、萬進位或者為開方進位制，方以智試圖表達的不外乎是以 3、

2 之數相乘可以乘至於無窮盡，甚至連大數單位畡、秭都無法窮極的數字，都以最

早開始的基數 2、3為根本。 

在討論參兩數之後，方以智提出了「相倚」之說來解釋數字的運用，故《周易

時論》於〈參兩說〉之後加上按語云：「宓山曰：數之用，皆以一與一相倚而用者

也」。所謂的「相倚」，指的是以加減乘除或者其他方式對數字進行運算，因此加

法名為「併倚」，即 1+2=3、2+3=5 之類；乘法名為「乘倚」，即 3×8=24、

9×4=36 之類；除法稱為「除倚」，即「《河圖》以九除之餘五，以五除之則

盡」。此外，又有律呂三分損益法之「損益倚」、曆算追差置閏之「追差倚」、

「方圓倚」、「方立倚」、「比推倚」等等。方以智認為這些領域所運用的「相

倚」之法，「皆本於《圖》《書》卦策」，55 故皆以《易》圖象數為根本原理。 

綜上所述，《周易時論》經常以宋代以降所建立的《河圖》《洛書》學對《周

易》經傳作出解釋。儘管《河圖》《洛書》和魔方陣的數學問題相關，但《圖象幾

表》並沒有像楊輝56 和程大位57 那樣收錄更複雜的高階方陣。這並不表示方氏家

                                                 

54 中國大數運算出現的時間，上、中、下三種進位制，至遲已可見於東漢徐岳之《數術記遺》：

「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

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萬萬

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

兆、兆兆曰京也。」徐岳，《數術記遺》，頁 7。這可能是早期的十進位制不能滿足計算上的需

求，而逐漸發展出來的方法。方以智之子方中通《數度衍》和稍晚的梅文鼎則採用萬進位制，邵

雍《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的大數運算則是採取萬萬進位。此外，《孫子算經》卷上也載有萬

萬進位的算法。關於中國大數進位法之研究，可參考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

學》，第 19 章，「小數、度量衡和大數記法」，頁 180-199；田淼、郭金海，〈中國大數進位法

之歷史〉，《中國科技術語》，1（北京：2013），頁 24-25。 
55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參兩說〉，頁 167-168。 
56 楊輝《楊輝算法》中的《續古摘奇算法》錄有縱橫圖 13 式。由於毛晉諸家所藏均非全秩，故載有

縱橫圖之全秩，僅李儼據日本關孝和寬文辛丑年 (1662) 傳錄高麗覆明洪武戊午年 (1433) 刊本所

抄之本。所有圖形可參李儼，〈中算家的縱橫圖研究〉，收入杜石然、郭書春、劉鈍主編，《李

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第 6 卷，頁 166-178。 
57 程大位《算法統宗》錄有 14 個圖，算法與楊輝不同。程大位，《新編直指算法統宗》，《續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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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身為《圖象幾表》編纂者之一的方中通，在其《數度衍》

中便收有好幾幅縱橫圖。58《圖象幾表》沒有把《河圖》《洛書》往魔方陣推演下

去，而是努力地以《河圖》《洛書》圖為媒介，和參兩數、天地數、方圓積矩圖結

合進行運算，用以說明《易》數、算數、數術能夠相互溝通的道理。這是屬於內算

的「數學」，而不是外算的算數技巧。在這種解釋過程中，算數的數字運算早已被

賦予《周易》形上學的意義，成為瞭解天地萬物生成變化的中介，「數學」本身也

獲得某種形上之理的意義。 

五、「極數」的數字思維 

算數一旦和《易》數建立連結，《易》數所蘊藏著的神祕意義就會隨著數字的

推算而擴展。這種意義的延伸非但不會因為算數的發展而減弱，反而會持續擴大，

滲透到所有與數字相關的事物中。這一點，從「極數」的概念可以得到很好的說

明。 

《周易》中的數字因為涉及卜筮而有計算蓍策之意。〈繫辭上傳〉有兩處提及

「極數」的概念，從上下文脈以及漢唐注疏觀之，都是講述計算蓍策以求取卦爻，

占卜吉凶。這兩段文獻，其一為：「極數知來之謂占」，其二為「極其數，遂定天

下之象」。59「極數知來」一詞，由於〈繫辭〉明確以「占」來定義，加上此段文

字出現在「大衍之數」一段之後，因此孔穎達疏解釋為：「窮極蓍策之數，豫知來

事，占問吉凶，故云：謂之占也。」60 稍晚李鼎祚《周易集解》在解釋「極數知

來」時，也只引用孔穎達的說法，而不做他解。《後漢書．方術列傳》也化用這一

句話，云：「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61 這些注家同樣將「極數

知來」視為以蓍草占斷吉凶的卜筮之術。至於「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一句，虞

翻直指「數」是卦爻畫的「六畫之數」，「極」則是以「六爻之動」為天地人「三

                                                 

庫全書》子部第 104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7，頁 214-217。 
58 方中通，《數度衍》，《四庫全書珍本二集》第 1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首

上，〈九九圖說〉，頁 7-13。 
59 孔穎達，《周易正義》，卷 7，頁 162、167。 
60 同前引，頁 162。 
61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二十四史》第 3 冊（北京：中華書

局，1997），卷 82 上，頁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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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之道」。62 虞翻以卦爻象解釋極數，沒有明言是蓍策之數，然而兩者頗有可以

結合的空間，因此後代注家在解釋「極其數」時，往往兼及卦畫與蓍策兩義。如朱

熹認為此文是指「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

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63 便是以揲蓍卜卦計算餘數並畫出卦爻形象的過程

來解釋「極其數」的意義。 

《周易時論》對傳統注疏家的說法相當熟悉，因此在解釋「極數」此一概念

時，仍以蓍策數字占卜卦爻為其基本意義。事實上，「極數」不只有蓍策數的意

義，還可以具有太極、算數和數度等多種意義。如《文心雕龍．書記》云：「算曆

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64 就是用「極數」一詞來表示算

術中的數字運算。這種算數不但是制定曆法的基礎，也是《九章算數》等數學知識

的根本。《周易時論》在面對一詞多義的現象時偏好會通諸說，讓多種意義並存，

而不是特別去強調每種概念的分野，因此這些概念都融入其「極數」觀當中。因

此，方孔炤主在論「極其數」時云：「《漢書》引《易》參伍，而合三統五行、三

德五事言之，極數入曆，以參御兩」，65 亦即根據《漢書．律曆志》以天、地、

人三統搭配日、月、斗三辰、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搭配天體五星之運行，以

《易》數推演曆法。《漢書．律曆志》的算法是以 72 為「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

數」；參之 72×3=216 為〈乾〉卦策數，兩之 72×2=144 為〈坤〉卦策數；以陽

九、陰六乘之為 (72×9)+(72×6)=1080；以八乘之為 1080×8=8640，象徵「八卦小

成」；再以八乘之，8640×8=69120，象徵「引而信之」；接著「天地再之」，故

以二乘之， 69120×2=138240，象徵「大成」；再乘以章歲， 66  138240×19 

=2626560，象徵「日月會」；日月三會乘三，2626560×3=7879680，象徵「與三統

                                                 

62 李鼎祚，《周易集解》，《叢書集成新編》第 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5），卷 14，頁

88。 
63 朱熹，《周易本義》，收入王弼、韓康伯、朱熹著，大安出版社編輯部編，《周易二種》（臺

北：大安出版社，1999），卷 3，〈繫辭上傳〉，頁 247。 
64 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書記第二十五〉，頁

485。 
65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卷 10，〈繫辭上傳〉，頁 543。 
66 章歲，相當於 19 年。古人觀測天象，發現每 19 年日、月運行才會再次相會於原點，相當於太陽

周天 19 次，月球周天 235 次。由於 19 年僅有 228 個月，故一個章歲中要置 7 個閏月，以符合一

章歲 235 月之數。《周髀算經》卷下：「十九歲為一章。」甄鸞注：「以一千九百四十八除朔，

積分得二百三十五，即章月也。章月與章中差七，即一章之閏。更置二百二十八，以歲中十二除

之，得十九，為章歲也。」《周髀算經》，卷下之 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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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最後以三統乘三，7879680×3=23639040，代表「復於太極上元」。67《漢

書》揉合《易》數與曆法的運算，故方孔炤云其「極數入曆」。如此一來，「極

數」此一概念便在蓍策之外，增加了以《周易》為天文、曆法、數學根本原理之意

義。 

以《漢書．律曆志》和各朝代之曆算傳統為典範，《周易時論》的「極數」觀

不但要從狹義的蓍策卜卦來理解，更要從廣義的數學推演和物理應用來理解。因

此，方孔炤說： 

不礙就蓍言蓍，亦不礙通語也。抑知參伍、錯綜之古語所自乎？天地之

節，不得不中於數，而聖人即以數中天地之節。即明攝幽，養人寂感於

研極，此卦蓍所從起也。凡天地之道，皆一在二中之參伍、錯綜也。聖

人借卦蓍以明其端耳。68 

所謂「通語」，意思是把「極數」的意思擴大，建立一種普遍性的意義。方孔炤相

信，天地間一切事物的運作都符合「數」的變化，因此聖人作《易》才能以數來表

現天地之節度。創造卦、蓍的目的，則是以具象的物質來推演無形之數理，正如韓

康伯註解〈繫辭傳〉「極深而研幾」時所云，乃是「極未形之理」和「適動微之

會」。69 只不過《周易時論》的數不僅限於哲學思維，而含有上文所提及的「萬

物皆數」的意涵。因此，方以智接著在父親的文字後下按語云：「凡不可見之理，

寓可見之象者，皆數也。以數極數而知之，皆蓍也。」70 方以智繼續發揮父親的

說法，把「數」的意義擴大為一切有形的物象中所寄寓的無形之理，把「蓍」的意

義引申為所有以數字推演的計算活動。隨後，方以智重新發揮一次參兩數、天地

數、參伍數、《河》《洛》數和追差損益法等等，全部歸屬到「數」和「蓍」的範

疇當中。 

                                                 

67 班固，《漢書》，卷 21 上，〈律曆志〉，頁 257。 
68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卷 10，〈繫辭上傳〉，頁 544-545。 
69 孔穎達，《周易注疏》，卷 7，頁 168。又，方孔炤在討論此段文字時，以為乃王弼所注。但王弼

不曾註解《繫辭傳》，故本文改為韓康伯。 
70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卷 10，〈繫辭上傳〉，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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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方孔炤、方以智重視《易》學和數學的會通，因此〈極數概〉特別發揮數

的概念，提示讀者藉著《周易》所揭示的數度來體會天地之理，並且再次討論到

「極數知來」的概念： 

聖人體道而遯于開物成務之用中，深幾變化，非數何徵乎？故六十之

〈節〉，曰「制數度、議德行」，此言數本天之度也。一二三四五，而

萬理備矣。大一大二，亦奇貫偶中之冒也。畏數逃玄，往往執冒，曾知

官骸、倫物之數度，即元會、鬼神之數度乎！……物皆數也，數皆理

也，聖人不違物理，故天不能違聖人。極數知來，如屈其指，然聖人至

此罕言，因數付數，猶因物付物耳。一切物數，信其理自如此，豈徧數

毛孔而知之乎？71 

他開宗明義說：「道」是無形的，唯有在具體的「用」中才能被體會得到，而

「數」則是探究事物變化最佳的徵驗。方以智引述《周易》第六十卦〈節〉之〈象

傳〉「制數度、議德行」，用以說明「數」是度量天地的標準。他批評當時的學者

不懂數的運算，由畏而逃，因此只能談論形而上的玄理，而不能處理具體的物理變

化。這是針對晚明王學末流廢書不觀，玄虛而盪、情識而肆的弊病而發的針砭之

言。當時學者用各種途徑對治此一弊病，或從哲學入手，或從身心修練的功夫入

手，或從歷史與典章制度的考證入手，而《周易時論》則是往《易》象數學的方向

發展。對方以智來說，「數學」的研究是會通醫學、物理、曆法甚至鬼神的關鍵。

一切事物都能被化為數學的運算，一切數學的推演均為天理之所在，「極數知來」

於是融合《周易》哲學和數學、物理的研究，成為領悟天理的入手門徑。 

《周易時論》相信數字的演算以「理」的存在為基礎，同時符合理的規律，每

一個數字都是理的體現。因此，方以智列出許多數字，並且賦予這些數字《易》理

上的意義。本文根據〈參兩說〉的數字論製成表一：72 

                                                 

71 同前引，《圖象幾表》，卷 8，頁 162-163。 
72 同前引，〈參兩說〉，頁 166-167。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的《易》數與數學：以〈極數概〉為核心 

 
427

表一：參兩說數字算法表 

數字 算法 與《易》數之關聯 

12 6×2=4×3=9+⅓×9  

15 

5×3=1+9+5=2+8+5= 

3+7+5=4+6+5=8+1+6= 

6+7+2=2+9+4=4+3+8 

《圖》之中三五，《書》之交午十五 

30 5×6=10×3=15×2 
生成之終始也、月法爻策半用其會、 

元會日時之大用 

24 2×12=3×8=4×6=251 二十五之天數藏一 

36 3×12=2×18=4×9=6×6 環宮主陽者 

42 3×14=2×21=7×6=453 參其南方二七、《洛》藏三之合 

48 2×24=3×16=6×8=4×12 兩其老陰之二十四 

72 2×36=3×24=8×9=6×12 兩其老陽之三十六 

60 2×30=3×20=5×12=10×6  

96 3×32=2×48 全爻四破 

108 3×36=2×54=12×9=18×6 此象限也 

135 3×45  

144 2×73=3×48 〈坤〉策百四十四 

192 2×96=3×64 陰陽爻平分 

216 2×108=3×72 〈乾〉策二百十六 

270 2×235=3×90 邵子所嘗言四分三之二百七十 

294 2×247=3×98 三分通期益二十四 

4608 3×1536=2×2304  

6912 3×2304=2×3456  

129600 3×43200=2×64800 一元
73

 

 

如表一所示，方以智慣於把數字除以 3 和 2，宣稱這些數字是由參兩數的原理

推演而來。由於大部分的數字都可以被 2、3整除，可以 2、3為其因數，加上方以

智在處理無法整除的數字時，可以容許取其近似值而不要求完全精確，因此這些數

字都可以被詮釋為參天兩地之理的體現。同時，被〈參兩說〉挑選的數字往往是

《周易》、數學或天文學常見的數字，比如 12和 30由於是一年的月數和一月的日

數、又是邵雍元會運世說的基本倍數；144 和 216 是《周易．繫辭上傳》所載的

〈乾〉〈坤〉兩卦之策數；270 是一周天 360 度的四分之三；其他數字即使不在表

                                                 

73 邵雍以元、會、運、世紀年，1 元等於 12 會、360 運、4230 世、129600 年。元會運世相差之倍數

為 12、30，12取一年 12個月、地支亦為十二之義，30取一月 30 日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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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也可以同理類推。如此一來，一切知識領域裡常見的數字都可以被方以智化約

成《易》數推演的結果，而使他得以宣稱：「從此無量，安有出于參兩、三五錯綜

者哉！」74 而一切數字便被賦予《周易》所蘊藏著的神祕意義。 

《周易時論》運用數字的方法並不複雜，凡是能掌握自然數四則運算者，都能

簡單的理解。不過，數字運算手法的繁簡與否並非重點，《周易時論》羅列這些數

字之目的，是說明《易》理如何透過數字滲透到一切自然與人事現象。這種運用數

字的思維方式，接近於列維．布留爾 (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 所提出的

「互滲律」(law of participation)。互滲律意味著在部落民族的集體表象中，客體存

在物、現象之間能夠同時是自己、又是別種事物，一種神祕性會通過接觸、轉移甚

至感應而滲透到其他的事物中。因此，認知事物的重點不在於自然現象的歸納，而

在於認識其內在之神秘屬性。以計數為例，數字可以通過四則運算或倍數增長，而

使其神秘意義互滲到更多數字上。甚至，「為了形成新的神祕的數，就給所與的神

祕的數加 1：3+1，6+1，9+1 等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關於看不見的世界的觀

念引進某種宇宙體系中去，或者把關於種類相同但因被神秘氣氛包圍而又不同於其

他的人或物的觀念引進某一群人或物中去。』」75 就本文討論的《易》數來舉

例，24=25-1 不單純是一個簡單的自然數運算，而是 25（天數相加）和 -1（藏

一）這兩種神秘意義的綜合，其他數字的意義也可以此類推。神秘意義的互滲並不

取決於算數方法的難易，而是在一開始《易》數被賦予神秘性質時就決定了。只要

肯定 1 是太極，2 是兩地，3 是參天，《周易》的自然觀、宇宙觀和其他一切對此

世界真理的揭示，都可以通過數學演算無孔不入的滲透到一切數字存在的場域，成

為《周易》參天兩地的證明。 

本文引述「互滲律」是為了指出，《周易時論》研究數理知識，不單純是在追

求自然科學的成果，而是和理學家同樣對於天理抱有崇高的敬意，企圖不斷逼近、

領悟，並且內化為個人身心體驗的一部分。中國的「數學」永遠都包含著算數和數

術、內算與外算這兩種內容，排斥將兩者歧而為二，而且這種在科學知識中融入神

秘意義的思維方式，在中國以外的文化中也存在著。若從現代自然科學的角度來

                                                 

74 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卷 8，〈參兩說〉，頁 167。 
75 列維．布留爾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 215。值得注意的是，

列維．布留爾的理論中帶有強烈的進化論、種族優越論色彩，將白種人以外的人種稱為原始人，

將不符合啟蒙理性、邏輯性的思維方式稱之為原始思維，這種充滿主觀性的價值判斷應該被現代

的讀者所屏棄。唯其分析世界各地部落民族時所提出的「互滲律」，對於探討人類思維模式的不

同型態仍有積極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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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對這種現象顯然會有所不滿，因為就其邏輯來說，一方面以《周易》哲學作為

數理變化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以數理變化來證成《周易》哲學觀的方式，可謂是

一種循環論證 (circular justification)。在數理上即使有計算不精確的謬誤，也不會

危及到《周易》哲學的前提；若有人挑戰《周易》哲學的前提，《周易時論》又可

以用數理上的實證為論據來反駁。一旦把質測研究的前提設定為《周易》既定的宇

宙觀，且所有數理推演的成果不可否證此前提，這些研究便沒有挑戰既有世界觀的

力量，其結論也勢必被侷限在此世界觀可容許的範圍內。不過，從整個中國數學史

的發展來看，甚至和其他文化中的數學觀念對照，在數學中賦予神秘意義的現象並

不罕見。它形塑了個人精神追求的目標，在操作上也能合理可行，並提供人繼續對

自然界深入探索的動機。問題在於，這種思維方式源自於該文化傳統中的那些元

素，又在哪些方面影響到哲學、宗教和科學各方面的追求。無可否認的是，《周易

時論》是明末清初《周易》象數學的一個高峰，它融合了《易》學傳統和各種數

學、物理知識，推動了同時代學者對自然世界的探索和研究。只不過《周易時論》

以闡釋《周易》哲學為主軸，而它在何種程度上刺激同時代學者改變治《易》的方

法，並把數學融入《易》學，則有待繼續考察清初的《易》學與數學才能得知。 

六、結論 

《周易時論合編》固然是一本發揮《易》學的作品，但是透過《圖象幾表》的

考察，可以發現方氏家族把數學家、自然科學家的關懷帶進書中。《圖象幾表》收

錄天文、曆算、聲律、醫藥、物理、算數的知識，看似缺乏系統，如同《四庫總

目》所批評的，是「好異者」之所為，實則反映出中國古代科學家、數學家以《周

易》為一切自然原理之基礎的信念。如秦九韶所云，數學的「內算」有通神明、順

性命之大用，而「外算」的算數亦有經世務、類萬物之小用。數學之所以具有如此

崇高的功能，是因為它根源於《周易》，因此受到《周易》形上之理的滲透，並分

享了《易》數能預卜未來的神祕力量。《圖象幾表》所繪製的圖表及其解釋文字，

已經很習慣運用四則運算、因數倍數、句股定理和其他數學觀念。它對曆法置閏、

星躔推移度數、律管三分損益的計算，表示出它確實掌握了中國古代天文曆算的數

學原理。此外，由於《圖象幾表》願意吸收明末傳教士傳來的天文觀念和數學知

識，在質測和計算上更加精密。然而，《圖象幾表》的數學知識畢竟沒有成為獨立

的學科，而是永遠依附在《易》數的推演上。《圖象幾表》無疑代表著明末清初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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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和科學發展的高度成就，但值得深思的是，這種融合內算和外算、算術和數術

的觀念，是否限制住古代科學家對世界的想像和探索。未來若能繼續釐清清初自然

科學和象數學的發展，對《周易時論》的貢獻和影響想必能帶來更全面的評價。 

 

（責任校對：劉思妤）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的《易》數與數學：以〈極數概〉為核心 

 
43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周髀算經》Zhoubi suanjing，《四庫全書珍本別輯》Siku quanshu zhenben bieji 第

18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5。 

方中通 Fang Zhongtong，《數度衍》Shuduyan，《四庫全書珍本二集》Siku quanshu 

zhenben er ji 第 19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1。 

方孔炤 Fang Kongzhao、方以智 Fang Yizhi，《周易時論合編》Zhouyi shilun 

hebi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經部第 15 冊，上海 Shanghai：上

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方以智 Fang Yizhi，《物理小識》Wuli xiaosh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8。 

______，《浮山文集》Fushan wenji，《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集

部第 113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2000。 

王 充 Wang Chong，《論衡》Lunheng，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1974。 

王 弼 Wang Bi、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周易正義》

Zhouyi zhengyi，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

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anben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司馬彪 Sima Biao 撰，劉昭 Liu Zhao 注補，《後漢書志》Houhanshu zhi，收入中華

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編，《二十四史》Ershisi sh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左丘明 Zuo Qiuming 傳，杜預 Du Yu 集解，孔穎達 Kong Yingda 正義，《春秋左

傳注疏》Chunqiu Zuozhuan zhushu，收入阮元 Ruan Yuan 校刻，《十三經注

疏：清嘉慶刊本》Shisanjing zhushu: Qing Jiaqing kanben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朱 熹 Zhu Xi，《周易本義》Zhouyi benyi，收入王弼 Wang Bi、韓康伯 Han 

Kangbo、朱熹 Zhu Xi 著，大安出版社編輯部 Da’an chubanshe bianjibu 編，《周

易二種》Zhouyi er zhong，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99。 

李鼎祚 Li Dingzuo，《周易集解》Zhouyi jijie，《叢書集成新編》Congshu jicheng 

xinbian 第 15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5。 



清  華  學  報 

 
432

邵 雍 Shao Yong 著，衛紹生 Wei Shaosheng 校注，《皇極經世書》Huangji jingshi 

shu，鄭州 Zhengzhou：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2007。 

紀 昀 Ji Yun 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Wuyingdian ben siku quanshu 

zongmu tiyao 第 1、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 

范 曄 Fan Ye 撰，李賢 Li Xian 等注，《後漢書》Houhanshu，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編，《二十四史》Ershisi shi 第 3 冊，北京 Beijing：中

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徐 岳 Xu Yue，《數術記遺》Shushu jiyi，《四庫全書珍本別輯》Siku quanshu 

zhenben bieji 第 18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5。 

晁公武 Chao Gongwu，《郡齋讀書志》Junzhai dushuzhi，《文瀾閣欽定四庫全書》

Wenlange qinding siku quanshu 史部第 687 冊，杭州 Hangzhou：杭州出版社

Hangzhou chubanshe，2015。 

班 固 Ban Gu，《漢書》Hanshu，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編，《二十四史》Ershisi shi 第 2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秦九韶 Qin Jiushao，《數學九章》Shuxue jiuzhang，《叢書集成新編》Congshu 

jicheng xinbian 第 41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出版 Xinwenfeng chuban，1985。 

許 慎 Xu Shen，《（宋刊本唐寫本）說文解字》(Song kanben Tang xieben) Shuowen 

jiezi，臺北 Taipei：華世出版社 Huashi chubanshe，1982。 

程大位 Cheng Dawei，《新編直指算法統宗》Xinbian zhizhi suanfa tongzong，《續修

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子部第 1044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 

黃虞稷 Huang Yuji，《千頃堂書目》Qianqingtang shumu，《叢書集成續編》

Congshu jicheng xubian 第 67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 Shanghai shudian，

1994。 

劉 勰 Liu Xie 著，周振甫 Zhou Zhenfu 注釋，《文心雕龍注釋》Wenxin diaolong 

zhush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84。 

戴 德 Dai De 著，方向東 Fang Xiangdong 集解，《大戴禮記匯校集解》Dadai Liji 

huixiao jijie，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魏 徵 Wei Zheng 等，《隋書》Suishu，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 Zhonghua shuju 

bianjibu 編，《二十四史》Ershisi shi 第 7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的《易》數與數學：以〈極數概〉為核心 

 
433

二、近人論著 

王煌文 Wang Huang-wen，《方以智的家學與際遇對其西學之影響》Fang Yizhi de 

jiaxue yu jiyu dui qi xixue zhi yingxiang，高雄 Kaohsiung：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

系碩士論文 Guoli Zhongshan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shuoshi lunwen，2004。 

王 煜 Wang Yu，〈方以智倡三教歸「易」論〉“Fang Yizhi chang sanjiao gui ‘yi’ 

lun”，《中國文化月刊》Zhongguo wenhua yuekan，56，臺中 Taichung：1984，

頁 30-39。 

田 淼 Tian Miao、郭金海 Guo Jinhai，〈中國大數進位法之歷史〉“Zhongguo 

dashujinweifa zhi lishi”，《中國科技術語》Zhongguo keji shuyu，1，北京

Beijing：2013，頁 24-25。 

列維．布留爾 (Lucien Lévy-Bruhl) 著，丁由 Ding You 譯，《原始思維》Yuanshi 

siwei，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09。 

朱伯崑 Zhu Bokun，《易學哲學史》Yixue zhexueshi 第 4卷，臺北 Taipei：藍燈文化

Landeng wenhua，1991。 

江曉原 Jiang Xiaoyuan，《天學真原》Tianxue zhenyuan，臺北 Taipei：洪葉文化

Hongye wenhua，1995。 

何丙郁 He Bingyu，《何丙郁中國科技史論集》He Bingyu Zhongguo kejishi lunji，瀋

陽 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2001。 

李約瑟 Li Yuese，《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三卷．數學》Zhongguo kexue jishu shi, di 

san juan, shuxue，香港 Hong Kong：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Zhonghua shuju 

Xianggang fenju，1980。 

李繼閔 Li Jimin 著，曲安京 Qu Anjing、金英姬 Jin Yingji整理，《算法的源流：東

方古典數學的特徵》Suanfa de yuanliu: dongfang gudian shuxue de tezheng，北京

Beijing：科學出版社 Kexue chubanshe，2007。 

杜本禮 Du Benli、高宏照 Gao Hongzhao，〈試論畢達哥拉斯派數論與《周易》八卦

象數之學的異同〉“Shilun Bidagelasi pai shulun yu Zhouyi bagua xiangshu zhi xue 

de yitong”，《河南財經學院學報》Henan caijing xueyuan xuebao，3，鄭州

Zhengzhou： 1988，頁 103-106。 

杜石然 Du Shiran，《數學．歷史．社會》Shuxue, lishi, shehui，瀋陽 Shenyang：遼

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2003。 

杜石然 Du Shiran、郭書春 Guo Shuchun、劉鈍 Liu Dun主編，《李儼、錢寶琮科學

史全集》Li Yan, Qian Baocong kexueshi quanji，瀋陽 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1998。 



清  華  學  報 

 
434

沈信甫 Shen Xin-fu，《方以智易學形上思想研究》Fang Yizhi yixue xingshang sixiang 

yanjiu，新北 New Taipei：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Fure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2006。 

俞曉群 Yu Xiaoqun，《數與數術札記》Shu yu shushu zha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5。 

俞曉群 Yu Xiaoqun、王前 Wang Qian，〈兩種「萬物皆數」觀念及其對科學發展的

影響〉“Liangzhong ‘wanwu jie shu’ guannian ji qi dui kexue fazhan de yingxiang”，

《自然辯証法通訊》Ziran bianzhengfa tongxun，16.4，北京 Beijing：1994，頁

45-50。 

張永堂 Zhang Yong-tang，《方以智的生平與思想》Fang Yizhi de shengping yu 

sixiang，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lishi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1977。 

張曉芬 Chang Hsiao-fen，〈體無內外，道無彼此──試論方以智「三教歸《易》」

的學術思想〉“Ti wu neiwai, dao wu bici: shilun Fang Yizhi ‘sanjiao gui Yi’ de 

xueshu sixiang”，《孔孟學報》Kongmeng xuebao，93，臺北 Taipei：2015，頁

173-194。 

陳秀美 Chen Hsiu-mei，〈論方以智「三教歸易」的會通思想〉“Lun Fang Yizhi 

‘sanjiao gui Yi’ de huitong sixiang”，《宗教哲學》Zongjiao zhexue，62，新北

New Taipei：2012，頁 39-55。 

彭迎喜 Peng Yingxi，《方以智與周易時論合編考》Fang Yizhi yu Zhouyi shilun hebian 

kao，廣州 Guangzhou：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2007。 

劉浩洋 Liu Hao-yang，〈三教歸易：明遺民方以智忠、孝兩全的生命實踐〉“Sanjiao 

gui Yi: Ming yimin Fang Yizhi zhong, xiao liangquan de shengming shijian”，《東

華漢學》 Donghua hanxue ， 12 ，花蓮 Hualian ： 2010 ，頁 209-243 。 doi: 

10.6999/DHJCS.201012.0209 

劉朝暉 Liu Zhaohui，〈中西數學思想差異探源──《周易》與畢達哥拉斯學派數理

觀之比較考察〉“Zhongxi shuxue sixiang chayi tanyuan: Zhouyi yu Bidagelasi 

xuepai shuliguan zhi bijiao kaocha”，《青島教育學院學報》（綜合版）Qingdao 

jiaoyu xueyuan xuebao (zongheban)，Z1，青島 Qingdao：1993，頁 56-60。 

樂愛國 Yue Aiguo，《儒家文化與中國古代科技》Rujia wenhua yu Zhongguo gudai 

ke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2。 

______，〈周易對中國古代數學的影響〉“Zhouyi dui Zhongguo gudai shuxue de 

yingxiang”，《周易研究》Zhouyi yanjiu，3，濟南 Jinan：2003，頁 76-80。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的《易》數與數學：以〈極數概〉為核心 

 
435

______，〈論《周易》對中國古代曆法的影響〉“Lun Zhouyi dui Zhongguo gudai lifa 

de yingxiang”，《周易研究》Zhouyi yanjiu，5，濟南 Jinan：2005，頁 55-59、

70。 

______，《中國傳統文化與科技》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yu keji，桂林 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6。 

謝明陽 Xie Mingyang，《明遺民的莊子定位問題》Ming yimin de Zhuangzi dingwei 

wenti，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Taiwan daxue chuban zhongxin，

2001。doi: 10.6327/NTUPRS-9570291923 

羅 熾 Luo Chi，《方以智評傳》Fang Yizhi pingzhuan，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出

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1998。 



清  華  學  報 

 
436

Numbers and Mathematics in the Zhouyi shilun hebian, 

tuxiang jibiao: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Jishu gai” 

Lee Chung-t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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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istdada@gmail.com 

ABSTRACT 

The Zhouyi shilun hebian 周易時論合編, compiled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together large amounts of earlier research on astronomy, musicology, 

medicine,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The text not only reveals the Chinese interest in 

natural science, but also the belief among Chinese mathematicians and scientists that 

the Zhouyi 周易 had perfectly rendered visible Nature’s truth. The study of numbers 

in China was perceived to have had two functions: an inner-calculation (neisuan 內

算), which concerned both the ability to be numinous and illuminating (shenming 神

明) and to comply with one’s Nature and Destiny (xingming 性命); and an outer-

calculation (waisuan 外算 ), which dealt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involving the 

application of certain mathematical methods. The idea that both inner and outer 

calculations, two subsets of numerical learning, originated with the Zhouyi inspired 

Chinese mathematicians to study the metaphysics of the Zhouyi and its numerology, 

which since antiquity was thought to have held the keys to predicting the future. In 

depicting and interpreting Zhouyi images, the Tuxiang jibiao圖象幾表,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Zhouyi shilun hebian, made use of tradition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the image-number symbolism of the Zhouyi to express a combined 

worldview that did not treat natural sciences and numerology as distinct systems of 

thought. 

Key words: Zhouyi shilun hebian 周易時論合編 , Tuxiang jibiao 圖象幾表 , 

mathematics, image-number symbolism, inner calculation and outer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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