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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有圖，昉於河圖，自《易．繫辭》以河圖、洛書並言，嗣

後學者往往兩者相提並論，偽《孔傳》所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

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者是也。劉歆亦謂「河圖、

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謂主圖而言則以圖為經而

書為緯，主書而言則以書為經而圖為緯；表裏者，謂以所取則者為表，

以相通者為裏。故圖之表為八卦，而其裏亦可以明疇；書之表為九疇，

而其裏亦可以畫卦也。 

疑斥圖書為怪妄者始北宋歐陽修，蘇軾、曾鞏雖同出其門而未肯苟

同。歐陽以降，繼踵疑其傳授來歷而屏絕之者，宋世復有司馬光、姚小

彭、項平甫、袁樞、林德久、趙汝楳；明則有王子充、歸有光、郝敬諸

人。南宋朱子則以《顧命》、《論語》、《繫辭》並有明文，謂不得破除。

爭議未寢，疑案難定，而圖書之學要已確立為傳世《易》學之一宗焉。

至於後世援《易》以為圖，見錄於《通志．藝文略》者有唐僧一行

《大衍玄圖》、宋劉牧《鈎隱圖》、黃黎獻《續鉤隱圖》、《周易稽頤圖》、

《龍圖》、沈濟《河圖洛書解》、彭汝礪《伏羲俯仰畫卦圖》、《周易乾生

歸一圖》、《刪定易圖》、《八卦小成圖》。《圖譜略》又有《先天圖》、《漢

上易圖》、陳希夷《易圖》、《稽覽圖》、《河圖實錄》、范諤昌《易源流

圖》諸種。而傳世《易》圖影響之尤大者，庶為北宋理學開宗周敦頤之

《太極圖》，其《太極圖說》為朱子所繼承，並融匯張載、二程之學，以

構建為其思想體系之底蘊；元明以下，亦為朱子學流衍者所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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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及明末清初，《易》圖之學勃興，別開生面，舉凡圖書之來歷、

傳授，以至後出圖說，其義理解讀之連繫，諸家疑辨蜂起，蔚為大觀。

要之，種種論說，蓋莫不有檢討數百年朱學流衍之意存焉。

本書即聚焦此一時段，擷取最足為代表之學者黃宗羲、黃宗炎、胡

渭、毛奇齡四家以為研究核心，從確立朱子學與《易》圖之問題發端，

其間涉及儒道之辨、理氣關係、思想與經典詮釋等多重議題，以至析論

明清之際學者檢討朱子之理氣論，由義理轉入經學文獻之變遷與轉向歷

程，一一剖析毫釐，折衷允當。其所取材，則廣蒐經史、讖緯、考古文

物、釋道文獻，幾無遺漏。《易》圖之學，向稱繁難，其中委曲，未易

條理，本書可謂清初《易》圖考證學之首部專書，其由廣入深之研究，

對清初《易》學之內涵，實有相當拓展。對諸家異同之細密辨析，非唯

著眼於個案研究，其於《易》圖論辨與明清學術變遷，亦提供根於文獻

之具體解釋。以故凡治清初經學史、《易》學史、學術史、思想史者，

是書宜為一部不可多得之參考書也。

作者羅君聖堡，自就學臺灣大學中文系即嘗選修余所授課；旋入

碩士班，亦由余承乏論文指導之役。迨相處既久，乃知其為人篤厚，好

學深思，所撰《漢宋〈孝經〉學論考》即以優異之成績畢業，並順利進

升博士班。淬礪激發，稟承其經學之愛好，擬以清初《易》圖之學為探

討範圍續作深造鑽研。以題涉清代經學，復得此中專家張素卿教授俯允

與余聯合指導。聖堡歷年孜孜矻矻，始終不輟。論文既竟，余喜見其所

修之日進，蓋斐然有述作之意。茲者投稿政大出版社學術專書，將付剞

劂，問序於余，余知其不以小成自滿，倘賈其餘勇，再接再礪，異日所

詣又何可限耶？故樂為之序。

何澤恒識於臺灣大學中文系第十八研究室 

中華民國一○八年（2019）九月十三日中秋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