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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河洛圖書之源及其應用 

Origin and Application of exploring He-Tu and Luo-Shu 

郁文風 

 

摘要 

 

《易傳-繫辭》中所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提及之「河出圖、洛出書」是否

為我們現今所見之河圖、洛書。河圖洛書之名自先秦始見，但在宋代以前，河圖洛書沒有確

切之圖像出現。自宋人劉牧提出圖九書十說，稱五行生成圖為洛書與九宮圖為河圖之後，河

洛之學爭議自此開始，各學派均有其不同見解，尤其清代學者對於河圖、洛書之考辨更是嚴

厲批判圖書學派。本文除了介紹河圖洛書名稱之源起與演進外，也納入清儒學者之考辨以及

天文考古之考證，期能客觀性探究河洛之學。 

關鍵詞：河圖(He-Tu)、洛書(Luo-Shu)   

 

  

 

 

 

 

 

 

 

 

 

 

 

 

 

 

 

 

 

 

 

 

 



壹、概論 

    河圖洛書產生之傳說，可追溯於伏羲時代，有一次黃河發大水，河面上出現龍馬，馬背

上之星點構成了天然之數字圖案，即所謂「龍馬出河圖」，伏羲受了河圖之啟發而發明八卦(即

先天八卦)。另傳說於洛河發大水，水面上浮一大龜，龜背上負有星點圖案，即所謂「神龜見

洛書」，黃帝(有傳說大禹得洛書而定九州)據此發明後天八卦(有傳說為周文王所創)
1。故此，

河圖、洛書因神話傳說也披上一層神祕面紗，在中國流傳最久也最廣。 

    河圖洛書演變的歷程，集中在三個歷史時代，一為先秦時代之河圖洛書，是一種由帝王

受命之祥瑞和神物。二為兩漢時代之河圖洛書，則變成一種「龍馬負圖、神龜貢書」之神話

般傳奇故事。三為兩宋時代之河圖洛書，變成為「圖九書十」或「圖十書九」之一種圖式 2。 

歷代學者對於河圖、洛書之源起眾說紛紜，其爭論之焦點有二，一是認為古人沒有畫出河圖、

洛書之圖形，到宋代朱熹等人才補有圖形，二是古籍中有的寫成是天降祥瑞給帝王，描寫得

五彩繽紛，是神秘迷信的東西 3。雖河圖、洛書流傳久遠，但先秦典籍中只有文字記載而無圖

案，在古籍中多有記載「龍馬出河圖、神龜見洛書」，持肯定態度學者很多，但持否定也不乏

其人，如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不僅否認，還把河洛視為怪妄。而近代學者郭

沫若認為上古以結繩之辦法來記數，所謂「龍馬出河圖，神龜見洛書」，不過是發大水時木樁

與繩結相連被沖走漂浮在水面之顯像，其實質含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由結繩記數向劃線條記數

之過渡，伏羲為此過渡期之代表人物，即河圖、洛書表述的是結繩記事，八卦之產生則是劃

線記事之開始 1。另清代學者對於宋代圖書學派所提出河圖、洛書之考辨尤為嚴謹，均有專書

引證。 

    近代因陸續於中國大陸不同處發掘出考古文物，如 1929 年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之

「河圖、八卦等玉器」、1954 年西安半坡之「陶器紋飾圖版」、1977 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之「九

宮太乙占盤」、1998 年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玉版及玉龜」等，逐漸褪去河圖

洛書之神秘面紗，藉由上古實物來考證河洛文化之源起與脈絡，結束自宋代以來至今近千年

之河洛之爭。 

貳、河圖洛書之基本介紹 

一、河圖、洛書名稱之源起及演進 

(一)源起 

《易傳-繫辭》中所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長久以來，大部分學者都認為 

「河指黃河，洛指洛水」。傳說古代聖人效法「河圖」作八卦，而效法「洛書」作九疇。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我們先探討《易傳》之成書年代，首先《周易》之成書時代，推定為

西周晚期，而《易傳》是儒生經師所作，其著作時期，上溯戰國末，下至西漢中葉，《易

經》是奴隸社會之產物，而《易傳》是封建時代之作品。經的作者，從大量材料中選擇、

分析、編組成卦、爻辭，作占筮參考；傳的作者，對經所載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

已經不很了解，故從卦象、卦位、卦德來尋究易文，喜歡用引伸發揮方法來闡發儒家思

想，所以傳雖解經，實在借易以發揮他們之封建思想 4。《易傳》之非孔子作，歐陽修在

宋初早就懷疑了，《易傳》本來是經過戰國後期直到西漢末一個長時間而作成的，順著尊

孔之潮流，讓《易傳》逐漸納入孔子著作範圍之內，後世學者也不加考究，又經過廣泛

之利用，業已根深蒂固深植在人們心中。《易傳》包含十翼，其中《彖傳》與《象傳》為



有系統之較早釋經之傳，年代當在秦漢間，其著作者當是齊魯間之儒家們；《繫辭》與《文

言》為匯集前人解經之殘篇斷簡，並加以新著材料，年代當在史遷之後(公元前 145 年-

公元前 86 年），西漢昭、宣皇帝之間；《說卦》、《序卦》與《雜卦》為較晚之作品，成書

在西漢昭、宣之後。其《周易》演變情形如表 1，《繫辭》在第二次演變前期產生，「河圖、

洛書」在第三次演變後期產生。 

表 1 周易演變表 4 

第一次演變 第二次演變 第三次演變 

前期 

(西周以前) 

後期 

(西周至春秋) 

前期 

(戰國、秦、漢) 

後期 

(漢) 

前期 

(晉唐) 

後期 

(唐宋以後) 

占用蓍 蓍與卦 蓍衰卦興 
卦爻(雜以陰
陽災異等) 

卦與錢 金錢卦 

筮辭 卦、爻辭 
卦、爻辭 

有脫佚 

脫去无咎 

悔亡 
  

筮辭 卦、爻辭 
彖、象、繫辭、
文言等易傳 

說卦、序卦、
雜卦等易傳 

王弼注、 

孔穎達注 
圖書之學 

未有卦 卦互變 爻稱九六 卦爻自變  河圖洛書 

占吉凶 
占吉凶(漸及
義理解釋) 

義理解釋 
雜以陰陽五
行災異之說 

象數派與 

玄理派等 

圖書派與 

倫理派等 

由上述可知，《易傳-繫辭》中所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非春秋戰國時期孔子

所著。近人尚秉和則證引《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天，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 

圖洛書，乃則以作《易》」，又證引《河圖挺輔佐》云:「黃帝問於天老，天老曰:河出龍圖，洛 

出龜書，所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據此認為「河圖、洛書」並出於伏羲時代，方能則以畫 

卦。對於「河圖、洛書」之名稱，從周秦開始就眾說紛紜，故針對古籍文獻整理出與「河圖、 

洛書」名稱相關資訊如表 2。 

 

表 2 河圖、洛書名稱相關資訊表 

項次 時間 書名 內容 意義 

一 

周秦 

《尚書-顧命篇》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

東序。」 

約在周朝初年的時期記載，周

成王臨終交待後事時，把召公

奭、畢公這幾位姬姓宗親諸

侯，以及重要官員們全部聚集

在一起。當時提及陳設的玉器

共有五組，其中有一件玉石出

自黃河，稱為「河圖」，擺放

在東廂房 5。 

二 《論語-子罕》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 
列出「河、圖」，未有龍、龜 

三 
《竹書紀年- 

黃帝軒轅氏》 
「龍圖出河、龜書出洛」 

列出「龍、圖、河、龜、書、

洛」，繫圖於龍，繫書於龜。 

四 《管子-小匡》 

「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

昌，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

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

今三祥未見有者。雖曰受命，

無乃失諸乎？」 

列出「龍龜、河、圖、雒、書」， 

繫圖於龍，繫書於龜。 



 

項次 時間 書名 內容 意義 

五 

西漢 

《易傳-繫辭上》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 

列出「河、圖、洛、書」，未

有龍、龜。 

六 
劉安 

《淮南子·俶真訓》 

「古者至德之世，……洛

出丹書，河出綠圖。」 

列出「洛、書、河、圖」，未

有龍、龜。 

七 《禮緯-含文嘉》 

「伏羲德合上天，天應以

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

書，乃則以作《易》。」 

列出「河圖洛書」，未有龍、

龜。 

八 《河圖挺輔佐》 

「黃帝問於天老，天老曰:

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所

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 

列出「河、龍圖、洛、龜書」， 

繫圖於龍，繫書於龜。 

九 《禮記-禮運篇》 

「用水、火、金、木、飲

食必時。……故天降膏

露，地出醴泉，山出器

車，河出馬圖。」 

列出「河、馬圖」，龍為龍馬 

十 
孔安國 

注《尚書》 

「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

畫八卦。」及「天與禹洛

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

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

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針對《尚書-顧命篇》「大玉，

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及《尚書-洪範篇》「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作注。 

十一 
班固 

《漢書-五行志》 

劉歆認為「伏羲氏繼天而

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賜洛

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 

列出「河圖、洛書」，河圖是

八卦，洛書是九疇。 

十二 揚雄《覈靈賦》 「河序龍馬，洛貢龜書」 
列出「河、龍馬、洛、龜書

書」，龍為龍馬。 

十三 東漢 
鄭玄 

注《春秋緯》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

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

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

洛書有六篇也」 

列出「河、洛、河龍圖、洛

龜書」，以圖書為簡冊。 

十四 西晉 
皇甫謐 

《帝王世紀》 
「河出龍圖、洛書龜書」 

列出「河、龍圖、洛龜書」，

繫圖於龍，繫書於龜 

十五 唐 
孔穎達 

注《禮記-禮運篇》 

「龍馬負圖從黃河出，神

龜負洛書從洛水出」 

針對《禮記-禮運篇》「用水、

火、金、木、飲食必時。……

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作注，

繫圖於龍，繫書於龜 

 

 



(二)演進 

       由前述之說明，可以發現河圖、洛書之說，可能古人關於《周易》卦形及「九疇」創

製過程之傳說，分別假託於「龍馬」與「神龜」，似屬對兩本書之崇拜心理所致，故添上

神話色彩，所以蒐整歷代學者對於河圖、洛書之看法及相關論述 6-7如表 3。 

 

表 3 歷代學者對河圖、洛書相關論述 

朝代 人名 歷代學者對河、洛相關論述 

西漢 

劉歆 《漢書-五行志》中敘述劉歆以八卦為「河圖」，九疇為「洛書」。 

孔安國 
「河圖」是與伏羲的八卦有關，「洛書」則是與《尚書-洪範》所列的「九

疇」相關。 

東漢 鄭玄 河圖、洛書為天神的言語，是用來治理國家的參考。 

北宋 

陳搏 

龍馬負圖，指河洛一類之圖式，乃河洛之學的前身，講天地之數之變化

和組合，由此而形成的河洛之學屬於數學。龍圖易由道教易學導出，結

合鄭玄之五行生成圖及《易緯》之九宮說思想畫為圖式，並以黑白圈表

達奇偶之數或天地之數。 

劉牧 
將陳搏龍圖易之第三變(五行生成圖及九宮圖)加以區別，稱五行生成圖為

「洛書」，九宮圖為「河圖」，提出圖九書十說。 

歐陽修 
對「河圖、洛書」持否定態度，他以「河圖、洛書」為怪妄，痛斥河洛

學派為罪大惡極，應處以嚴刑。 

李覯 

認為「河圖」只表示八卦所居之方位，即坎離震兌四正位，乾坤艮巽居

四隅，但不能產生八卦，八卦來於「洛書」，非來於「河圖」，反對劉牧

將河、洛合而為一，以「河圖」為八卦之源，「洛書」之圖為四方之數，

皆體現陰陽二氣相會合之法則，能生五行和萬物，不僅有象，而且有形，

八卦即依此生，「河圖」有八方之位，「洛書」有五行之象，二者相綜而

卦成。 

南宋 

薛季宣 

.取劉牧、朱震說，以河為九，洛為十，認為揲蓍成卦基於河洛之數，而

河洛之數又以九數為主，此九數源於天有九野，地有九洲，河洛各有九

曲，主張「河圖、洛書」實為古代地圖，此說為考古史一大創見，於後

人研究河洛影響很大。斷言「河圖、洛書」非人君受命之符，以符命說

出巫史之虛構，乃後世昏君亂臣篡奪政權之工具。 

蔡元定 

不同於劉牧說，以九宮圖為「河圖」，五行生成圖為「洛書」，即以河圖

之數為九、洛書之數為十；《易學啟蒙》而以河圖之數為十、洛書之數為

九。另推崇「河圖」即五行生成圖，以數之體用關係，解釋河圖與洛書，

河圖之數為十，數至十而全，乃數之常體，洛書之數為九，數之變始於

一而終於九，為數之用。河圖之數以生數為主，即以一二三四五，統率

六七八九十，生數居於內，成數成於外；洛書之九以奇數為主，居四正

之位，而偶數居四維之位，受制於奇數，體現陽主陰輔之理。 

 



朝代 人名 與河、洛相關理論 

南宋 蔡沉 

河偶洛奇說，實際將易學中的「一陰一陽之謂道」歸之為奇偶二數，以

奇偶為中心，製造了一個世界模式，以偶數說明對立，以奇數說明轉化，

河圖之數雖有奇，但奇偶之數的排列，皆為陰陽相配，即一六、二七、

三八、四九各相配偶，顯示其用為偶；洛書之數雖有偶，但其奇數即一

三五七九或居正位，或居中位，體現五行相生和相勝之順序，顯示其用

為奇。由於河圖之數，其用為偶，所以天地萬物皆按陰陽之象相互對立；

洛書之數，其用為奇，所以天地萬物又按五行順序相互流轉。認為陰陽

對待屬於靜的範疇，五行流轉屬於動的範疇，靜基於偶，動出於奇。 

元 

雷思齊 

認為陳搏所說之龍圖就是「河圖」，不承認「洛書」即五行生成圖屬於易

學系統，繼承劉牧之河九洛十說，但反對以洛十說解釋八卦。也認為《河

圖》之數，以八卦成列，相盪相錯，參天兩地，參伍以變，其數實為四十，

天五和地十屬於生成之數，但應無其位，因為一二三四作為四象，其中無

五數，四象各加中五為六七八九，為八卦所居之位，其中無十數，五和十

不表現四象和八卦之數，其數為虛數。 

張理 

認為龍圖之三變，變出「河圖」與「洛書」兩個圖式，其以五行生成圖

為「河圖」，九宮圖為「洛書」。以天動地靜說解釋河洛之數的形成，以

天象之數即五行之生數一二三四五為體，以地形之數即五行之成數六七

八九十為用。也認為邵雍之先天圖和後天八卦圖也都出於河洛之圖式，

即先天八卦方位來於「河圖」，後天八卦方位來於「洛書」。劉牧取漢易

卦氣說，以坎離震兌為四正卦，而朱熹、蔡元定二氏則以乾坤坎離為四

正卦，來解釋河洛二圖中八卦所處之方位，但張理則綜合二家之說法，

以乾坤坎離四正卦解釋河圖中八卦之方位，以坎離震兌四正卦解釋洛書

中八卦之方位。 

明 

王廷相 

認為五行生成之序，由微而著，其順序應為火、水、土、木、金，因為

就形質說，火為氣最微，當居最先，金體最堅固，當居最後，否定天一

生水，地二生火之程序，打擊了河洛之學之理論基礎，並不否認五行之

間存在著聯繫。 

張介賓 

以河洛圖式解釋五行配五臟，木、火同為陽氣居於東南，故心和肝為陽，

其所藏之神和魂為一類；水、金同歸於陰氣居於西北，故腎肺為陰，所

藏之精魄為一類；土居中宮，統率四氣，故脾所藏之意，獨居於中，說

明物質的變化以及人體各器官之變化，遵循五行相生和相剋之法則。 

  

 



 

朝代 人名 與河、洛相關理論 

清 

黃宗羲 

認為歐陽修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是了不起之見解，河洛乃古代之地圖

和地理志，與所謂龍馬負圖、洛龜載書說並無關係。漢唐各家所言天地

之數和九宮之數，都未以此二類數為河圖和洛書，即使天地之數的組合，

可以稱為圖，而洛書之書，指文字，並無圖象之義，以書為圖更有背於

古訓。關於河九洛十辨，黃氏肯定朱熹以十為河說，長於劉牧，因其說

與《繫辭》天地之數合。 

黃宗炎 

認為圖書學派說的龍馬負圖，神龜載書，是出於後來陳搏之徒的捏造，

並認為河洛圖式，並非先秦文獻，特別是《書經》和《論語》中所說之

河圖和洛書。 

方以智 

以「河圖」為體，以「洛書」為用，因河圖之總數為五十五，與天地之

數合，去掉十之數，則為四十五，即洛書之總數，故以洛書為用，此洛

書之數及存於河圖之中。五居天地之數之中位，將天地萬物聯結為一個

整體，各部分之變化都存在著聯繫。 

胡渭 

1.以河洛圖式解釋八卦乃後人所杜撰，與《周易》無關，認為伏羲作易之 

 本不專在圖書，河圖洛書並非仰觀俯察而得知。天地之數不得為「河圖」， 

 凡《易傳》說的數，皆指蓍數，「天地之數」章所說的數，易指揲蓍之 

 數，天奇與地偶之數相配，與五行生成說並無關係，與河洛之數亦無關 

 係，亦非講畫卦問題。 

2.五行生成之數非河圖，亦非大衍之數，認為五行生成說始於劉向父子的

《洪範五行傳》，此傳取《繫辭》六七八九之數續《洪範》一二三四五之 

 數，但未以五行生成之數為大衍之數，至東漢鄭玄以劉氏五行生成說注

《繫辭》大衍之數，宋代圖書學派又以五行生成圖釋大衍之數，朱熹於

《周易本義》中又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注大衍之數。另《繫辭》「易有 

 太極」章是講揲蓍成卦過程，不僅與圖書無關，與畫卦亦無關。認為《繫 

 辭》說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河洛，與龜蓍、天象 

 等並列，表示聖人作易之前，有祥瑞之物出現，非據圖書而作易或據河 

 洛而畫卦。 

查慎行 

對於「河圖」說，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據之以作《易》，而據之以用蓍。

一謂「河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熹亦用河圖生蓍之證，橫圖、圓凸、

方圖說，則論其順逆、加減、奇偶、相錯之理。 

惠棟 

認為《乾鑿度》所說的九宮之法，宋以前，未有以此為易之河圖者，至

宋劉牧，方以其為河圖，又以五行生成圖為洛書。另雖鄭玄和虞翻注《繫

辭》「天地之數」章，其說雖與河圖之數相合，然皆未嘗指此為河圖，認

為河圖非伏羲時所出，論證河洛圖式乃晚出，與《繫辭》無關，與胡渭

說法一致。 

 



二、河圖、洛書之結構系統 

  由前述河圖、洛書之演進，在宋朝之前，太極與河圖洛書的記述只有文字，一直到

道家一代宗師陳摶才提出了太極、河圖、洛書的圖案。陳摶首創「龍圖易」融合了漢朝

至唐朝的九宮學說以及五行生成數的理論，提出圖像，名之為龍圖。之後北宋的劉牧又

將陳摶的龍圖區分為「河圖」、「洛書」兩種圖式：將九宮圖稱為「河圖」，五行生成

圖稱為「洛書」。南宋時蔡元定則將它改變過來，反將九宮圖稱之為「洛書」而五行生

成圖稱之為「河圖」5。南宋大學者朱熹則支持蔡元定的學說，並將記於《周易本義》卷

首，確立了「圖九書十」、「書九圖十」之分歧，「圖十書九」成為南宋以後之通用理

論。目前一般通用之河圖、洛書如圖 1。 

  

河圖 洛書 

圖 1 目前通用之河圖、洛書 

 

      「河圖」是用點來表示組成的結構，從一點到十點，形成一種圖形的組合，一和六 

   布列在下（居北，在後），二和七布列在上（居南，在前），三和八布列在左（居東，在 

   左），四和九布列在右（居西，在右），五和十布列在中央，其中奇數（1、3、5、7、9） 

   用白點，偶數（2、4、6、8、10）用黑點，使得每一方位均有陰有陽相配 5。「河圖」奇 

   耦相參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六共     

   宗，一為陽之始，六為陰之成；二七同道，二為陰之闢，七為陽之穉；三八為朋，三為陽 

   之參，八為陰之會；四九為友，四為陰之再闢，九為陽之究；五十立中，五為陽之樞紐， 

   十為陰之終，一奇一偶，兩兩相從，以陰陽老少(七、八、九、六)為進退；虛五與十居中 

   為太極。奇數、偶數各二十，分列四周，內兩儀，外四象，合八卦之圓圖，由此以發明加 

   (進)減(退)乘(倍)除(分)根(點)角(線)方(面)周(圓)之計算法，其變化則用九用六。九加六為十 

   五，十五為小周天，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合成五十五，為大周天 8。 

       「洛書」為載九為首，履一為緯，二四為兩肩，三七為兩邊，六八為足，五居中為樞 

   紐。以九為變，以一為歸，三七相生，二四相成，六八為進退，五居中以聯繫八方，縱橫 

   斜皆成十五之數。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 

   六，則皆成十，四十五數，參五遇合 8。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 

   二為少隂之位，八為少隂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 

   對也；四為太隂之位，六為太隂之數，故四與六對 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Shishutu.pn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Jiushutu.png


    統觀河圖，除中五、十，則外數三十，徑一圍三，故圓，謂圖為天之象 9；「一、六水」

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

土」生「四、九金」，「四、九金」又生「一、六水」，此左旋順生，數之體也 10。統觀洛

書，除中五數，則外數四十，徑一圍四，故方，謂書為地之象 9；「一、六水」剋「二、七火」，

「二、七火」剋「四、九金」，「四、九金」剋「三、八木」，「三、八木」剋「中五土」，

「中五土」又剋「二、七火」，此右旋逆剋，數之用，不剋則不生不變，則不化 10。清萬年

淳認為河圖為體，已具洛書之體；洛書為用，實有運用河圖之妙(如圖 2)。所以「河圖、洛書」

的結構系統，單從表面看是由 1-10、1-9 的排列組合，但實際上內蘊博大豐富，是個多元的複

雜變化之巨大系統，其中隱藏著方位、時空、天文曆法、陰陽五行等子系統，如果單一解讀

是不行的，必須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去審觀去理解其豐富之內涵 3。 

  

 

河圖外方而內圓，一、三、七、九為一方，其

數二十，二、四、六、八為一方，其數二十，

中十五共五十五數，中十點宜依小衍圖做十方

圖，布包五數在內，此為外方而內圓，而五數

方布在中者，中一圈即太極圓形，外四圈分布

四方為方形。十包五在內仍然圓中藏方，方中

藏圓，其妙無窮，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之妙，

而十、五居中即洛書縱橫皆十五之數，是又為

河圖包裹洛書之象 10。 

 

洛書外圓而內方，圓者黑白共四十數布於其

外，而一、三、七、九為一方，二、四、六、

八為一方，仍然為河圖之本體，此謂圓中藏方，

又為洛書包裹河圖之象，而中五又有方中藏圓

之妙 10。 

圖 2 河圖、洛書相互體用圖 

 

 



       參、清儒學者對河圖、洛書之考辨 

一、黃宗羲和黃宗炎之考辨  

 (一)黃宗羲於《易學象數論》中之考辨 

         其自序為「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皆可竄入焉。

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

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可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

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皆種放，穆修、

李之才之傳，而創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

者存之，後世頒之于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于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羲文

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不詳，將夫子之章編三絕者，需求之賣醬箱統之徒，

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京焦之時矣 11。」 

        黃宗羲首先辯論了河圖洛書之學，認為歐陽修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是了不起的見解， 

    但儒家的典籍如《尚書-顧命》、《論語》、《繫辭》和《禮記-禮運》都明言古有河圖洛書， 

    應承認這一史實。《禮運》雖漢人所偽託，不足為憑，但《尚書-顧命》、《論語》、《繫辭》 

    所言則不容懷疑。另認為河洛乃古代的地圖和地理志，與所謂龍馬負圖，洛龜載書說並 

    無關係 6。 

(二)黃宗炎《圖學辨惑》中之考辨 

      其自序為「易有圖學，非古也。注疏猶是魏晉堂所定之書，絕無言及此者。有送圖書  

  三派出自陳圖南，以養生馭氣之術，託諸大易，假借其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說，如參同 

  契，悟真篇之類，與易之為道，截然無所關和。儒者得知，始則推墨附儒，卒之因假即真， 

  奉螟蛉為高曾，甘自屈其祖禰。….圖學從來自圖南，則道家者流，集之大易，遂使天下 

  靡然稱為易老。儒者極其崇奉，並諱其所謂老，專以易歸之，亦可謂也。上古何嘗有圖? 

  但文字未備，畫為奇偶，示文字之造端爾。陳氏不識古文古字，誤以為圖也 12。」 

      黃宗炎駁圖書、先天之學，目的在於清除道教系統之易學在儒家經學中之影響，分別

批評劉牧之河洛圖式、邵雍之先天圖和周敦頤的太極圖。其中關於河洛圖式，認為與《繫

辭》中「天地之數」章並無關係；關於洛書圖式，認為《洪範》九疇之數，與圖書學派所

說的洛書亦不相干。關於經書所說「河圖」、「洛書」，與其兄黃宗羲看法一致，認為乃古

代之版及和地圖。至於圖書學派說得「龍馬負圖，神龜載書」更是出於陳搏之徒的捏造 6。 

二、毛奇齡和胡渭之考辨  

 (一)毛奇齡於《河圖洛書原舛編》中之考辨 

         其自序為「今之《河圖》即大衍之數，當名《大衍圖》，而非古所謂《河圖》。今之 

    《洛書》則為太乙行九宮之法，亦非《洪範九疇》。既著其說於前，更列其圖於後。其排 

     擊異學，殊有功於經義。顧其所列之圖又復自生名例，轉起葛藤。左右佩劍，相笑無休。 

     是仍以斗解斗，轉益其斗而已矣 13。」 

         毛奇齡認為《尚書》、《論語》、《繫辭》中所說的「河圖、洛書」，大致上圖為規劃， 



     書為簡冊，均有典籍之類，但其內容，已不可考。而漢儒論「河圖、洛書」，以為「龍 

     馬負圖，神龜負書」，或以為「河出書，洛出圖」，或以為「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 

     或以為「河圖出天苞，洛書吐地符」。眾說紛紜，皆無證據，難以是從。其獨特創見為 

     河圖出自鄭玄對「大衍之數」的注解，另將洛書與「太乙行九宮法」畫上等號 6。 

(二)胡渭於《易圖明辨》中之考辨 

     其自序為「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

即圖矣。白黑之點，九十之數，方圓之體，復夬之變，何為哉?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

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圖可也，安得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從何

擬議?洛書之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初不為易而設；參同契、先天太極，

特藉易以明丹道，而後人或指為河圖，或指為洛書，妄矣。妄之中又有妄焉，則劉牧所

宗之龍圖，蔡元定所宗之關之明易是也。此皆偽書，九、十之是非，又何足校乎?故凡為

易圖，以附益經之所無者，皆可廢也 14。」  

         胡渭為清代考辨宋代圖書學派之集大成者，認為河洛圖式解釋八卦乃後人所杜撰， 

     與《周易》無關，認為伏羲作易之本不專在圖書，「河圖、洛書」並非仰觀俯察而得知。 

     天地之數不得為河圖，與五行生成說並無關係，與河洛之數亦無關係。五行生成之數非 

     河圖，亦非大衍之數。《繫辭》「易有太極」章是講揲蓍成卦過程，不僅與圖書無關，與 

     畫卦亦無關。另認為《繫辭》說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河洛，與龜蓍、 

     天象等並列，表示聖人作易之前，有祥瑞之物出現，非據圖書而作易或據河洛而畫卦。 

三、清儒學者綜合考辨 

         由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及胡渭分別對宋代圖書學派之考辨，可以對「河圖、 

    洛書」有以下綜合看法。 

(一)河圖、洛書之名，先秦文獻是有記載的，但無記載河洛圖式，四人共同努力將「先秦文 

   獻所載錄之河圖、洛書」與「宋代圖書學派所自創之河圖、洛書」予以區隔。其方法有 

   二，一為恢復古代河圖、洛書原本面貌，二為找出宋儒自創河圖、洛書之偽託依據 15。 

   黃宗羲從第一種方法下手，欲藉此合理化經典論及河圖、洛書之處，更能讓宋儒之說不 

   攻自破，遂提出「地理方志」一說，其弟黃宗炎依循之。而黃氏兄弟說法僅為假設觀點， 

   因此被胡渭直指其非，另提出河圖、洛書為古代祥瑞之說法。毛奇齡從第二種方法著手， 

   指出宋代「河圖」出自於鄭玄注解之「大衍之數圖」，「洛書」為「太乙下九宮」，並抨 

   擊陳搏隱匿其所來由。 

(二)黃宗羲批判宋儒以五行染指《易傳》之天地之數，黃宗炎則批判宋儒以其為《老子》之 

   說，煉丹之學，兄弟二人分別把持《易傳》原典與儒家正統之立場，掃除圖書易學與《易 

   傳》之牽連 15。毛奇齡、胡渭則以考據方式，徵引諸多文獻，層層推論陳搏所傳之圖式， 

   前無所承，後無所據，毛奇齡僅在駁倒，胡渭則進一步說明陳博所傳的指有參考自《周 

   易參同契》而成的「天地自然圖」，兩人以破除方式，從根本上駁斥圖書易學。 

       

     



       肆、上古天文及考古之考證 

           一、1929 年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 

   三星堆遺址位於距中國四川省廣漢市城西 7 公里，距南興鎮 4 公里的鴨子河畔，

南距離成都約 40 公里，北距德陽 26 公里，屬青銅時代文化遺址。由於其古域內三個

起伏相連的三個黃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遺址年代為公元前 2800 年

至公元前 1100 年，三星堆古蜀國玉器，上有古文獻中描述之河圖與伏羲八卦。年代

為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分為四期，一期為寶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

期為三星堆文化（古蜀，公元前 2000 年-公元前 1400 年），四期為十二橋文化（古蜀，

主要遺存在金沙遺址），約相當於中國的夏商周時期 16。其中民間收藏浮雕有《河圖》

之玉器如圖 3。 

實物照片 實物描述 

 

此浮雕圓形物體之《河圖》，它的排列方式

為 1-6、2-7，3-8，4-9，5-10。在此圖之東

北、西北、東南、西南四個方位上浮雕了

四個古文字，可見原始之《河圖》是圓形

的，而非方形，且均為白點，並無黑、白

之分 17。 

 

此浮雕之伏羲八卦，每個卦位有一個古文

字，八卦中間為太極圖，在魚眼之位置上

一只是凹下去的，一只是凸起來的，前者

為陰魚之眼，後者為陽魚之眼 17。 

 

此為廣漢古蜀國發現之真實的龍首龜身玉

器(重約 40 公斤 )，其背上有 25 個浮雕古

文字，並未有《洛書》出現 17。 

圖 3 三星堆遺址之河圖等玉器 



 二、1954 年西安半坡中陶器紋飾圖版 

          半坡遺址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半坡村，地處滻河下游右側覆蓋有黃土的二級

階地上，背依白鹿塬，與河床相距 800 公尺。半坡遺址是中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仰

韶文化的村落遺址典型代表，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歷史 18。河圖洛書起源至少不會

晚於夏商時期，因數字符號的起源比文字起源還早，從發掘的西安半坡出土之陶片證

明，數字的出現比甲骨文要早兩千多年，在天文曆法、陰陽五行學說起源都很早，這

與河圖洛書之起源有一定關係，河洛是古人在實踐中運用古代數學、天文曆法、陰陽

五行來探索宇宙本源和規律而總結出來之結晶，是一個綜合系統，是中國最早之宇宙

結構模型，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理論及實踐中對後世影響甚大 3。1982 年由西安博物館

彙編之《西安半坡》一書，其中圖載三角黑點實物，近代學者鄧球柏先生認為三角黑

點實物即原始河圖洛書如圖 4。 

 

 三角實物圖形 鄧球伯先生見解 7 

 

將圖左右殘缺部分延伸下去同時將小三角圖外圍

空白處也填補下去，則可以得到一個理想數圖。小

三角圖的錐刺圓圈數為 1+2+3+4+5+6+7+8=36 為

《連山易》之蓍策數。整個大三角以自然數「1」

到「16」的連續自然三角圖。圖中圓圈的總和是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3

6 為《連山易》、《歸藏易》、《周易》三易的蓍策總

數。實物上特意隱掉 19 個小圓圈的位置，突出了

中間的 36 個小圓圈，表明注重《連山易》。如將隱

沒的 19 個小圓圈同內中的 36 個小圓圈合起來觀

看，則得到一個由 55 個小圓圈組成之三角圖(即自

然數前十項和之三角數圖)，這張三角數圖與《元

君廟仰韶墓地》中圖版 16 上之三角圖相同。如果

將隱沒的 19個小圓圈同外圍 81個小圓圈合起來觀

看，則得到一個由 100 個小圓圈組成 V 字形數圖。

一百恰為河圖、洛書數之總和，又是《歸藏易》與

《周易》蓍策數 45+55 之和。 

圖 4 《西安半坡》圖載之三角黑點實物 

  



三、1977 年安徽阜陽雙古堆「太乙九宮占盤」 

         太乙九宮占盤於 1977 年安徽阜陽縣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如圖 5)。其正面按八 

     卦位置和五行屬性(水、火、木、金、土)排列，九宮之名稱和各宮節氣之日數與《靈樞 

     -九宮八風》首圖完全一致。小圓盤過圓心劃四條等分線，在每條等分線兩端刻「一君」 

     對「九百姓」、「二」對「八」、「三相」對「七將」、「四」對「六」，與洛書布局完全符 

     合。「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也與《易緯-乾鑿度》相合。今有人 

     認為太乙占盤之出現，推斷洛書至遲於西漢時期已經形成 19。          

  

圖 5 安徽阜陽出土之太乙九宮占盤 

  四、1998 年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 

          凌家灘文化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之一，分布地點在長江中下游的巢湖地區，凌家灘 

遺址位於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村，地處裕溪河中段北岸，總面積約 160 萬平方

米，遺址約 5000 多年前為一處大型新石器時代晚期聚落。遺址區內發現有新石器時代

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壇、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紅燒土和積石圈等重要遺蹟，出土

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凌家灘文化被認為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

頭之一 20。其中有一座大約屬於公元前 3300 元的史前文化墓葬中，人們在表土之下首

先看到得是一個端端正正擺放著的磨制精細的巨型石斧，這類石斧往往被視為一種重

要的禮器，假如它形體巨大且製作精良，那有可能是王權的象徵，這意味著這件長 34

公分的巨型石斧的下面可能埋葬著一位掌握特殊權力的人物。果然如此，當考古學家

小心翼翼地揭掉表土，他們驚喜地看到了成堆的隨葬玉器，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

擺放在墓主人胸部的雕刻玉版和玉龜。它的位置恰好恰准墓口上方的那件大型石斧 21。 

          這是一套人們從未見過的史前儀具，玉版呈長方形，剖面略呈拱形，長 11 公分， 

      寬 8.2 公分，通體呈牙黃色，內外兩面精磨，其中三條邊磨出榫緣，且兩條短邊各鉆 

      有五個圓孔，一條長邊鉆有九個圓孔，在沒有榫緣的另一條長邊鉆有四個圓孔，玉 

      版正面雕琢有複雜的圖紋，中心部位刻有兩個同心圓，圓中心琢制一個四方八角圖像， 

      兩圓之間以直線均分八區，每區內各琢一枚葉脈紋矢狀分指八方，外圓之外又琢四枚 

      矢狀標分別指向玉版四角。玉龜由背甲和腹甲組成，均呈灰白色，通體精心磨制，龜 

      背甲為圓弧形，背上有脊，背甲兩邊各鉆二孔，中央鉆有四孔，腹甲略呈弧形，兩邊 

      與背甲鉆孔相應處也鉆有二孔，中央鉆有一孔 21
(如圖 6)。 



         看到雕刻玉版上分列于四邊的圓孔，立即會使人聯想到「河圖」、「洛書」的那些 

     特有的圖像，假如這件玉版真的能與那些神祕的圖書建立某種聯繫的話，那麼它就第 

     一次把「洛書」與神龜聯繫在了一起，我們尤其應該注意，玉版夾放在龜甲之中，這 

     個事實和歷來最難令人置信的神話般怪談，卻可以相互印證起來。因此漢代的緯書中 

     遍流行著所謂「元龜銜符」、「元龜負書出」、「大龜負圖」的說法，就能找到它的事實 

     依據 21。 

  

圖 6 凌家灘文化遺址出土之玉版及玉龜 

 

    另在玉版圖案中有一個獨特之八角紋樣，與一般我們認知八角指向八個方向圖形不

同，不是正指八方，而是每兩角平行指向一方。近代學者馮時認為八角紋圖形是一幅表

示五位九宮之綜合含義的圖形，此圖形成功的結合「河圖」和「洛書」兩個圖形，依先

秦時期之方位觀念來看，可先得出兩個形狀相同而佈數各異之五位圖，將此二圖仿效天

旋地轉而相互交午，則可得到中宮「五」與中宮「十」彼此重合之九宮圖(也就是洛書)。

若將兩個五位圖中相互重疊之部分加實劃出，而將其他部分捨去，可奇蹟得發現與八角

紋樣相同 21(如圖 7)。 

 

圖 7 玉版圖案中八角紋樣之生成推論歷程 



伍、河圖、洛書之綜合考辨及考證 

    經前述上古文物之發掘及古籍文獻中有關「河圖、洛書」之記載，綜整其重要相關記事

如表 3。概可分為先秦、兩漢及宋代三個明顯不同特色階段。首先在先秦時期，依近代考古

發現，確實有河圖、洛書實物之考證，推論本時期古人或許發現更早時期相關蛛絲馬跡，認

為河圖、洛書一種由帝王受命之祥瑞和神物。而在兩漢時期，因陰陽五行及天人感應學說逐

漸流行，將河圖、洛書神學與神秘化，演變成一種「龍馬負圖、神龜貢書」之神話般傳奇故

事。最後在兩宋時期，因圖書學派之興起，陳搏結合鄭玄之五行生成圖及《易緯》之九宮圖

思想畫為圖式，並以黑白數表達奇偶之數或天地之數，故河圖洛書開始於古籍文獻中有圖式

之記載。 

表 3 河圖、洛書在歷代重要相關記事 

時間 朝代 河圖、洛書重要相關記事 代表意義 

約公元前

5000-3000 年 

三皇時期 

1954 年於西安半坡遺址中發現

陶器紋飾圖版(三角黑點實物) 

三角黑點計 100 個小圓點，

恰為河圖、洛書之總和 

約公元前 

3500 年 

1977 年於安徽凌家灘遺址發現

玉版及玉龜 

四周鉆孔類似河圖、洛書特

有圖像，神龜與洛書能聯繫

在一起 

約公元前

2000-1400 年 
夏、商 

1929 年於四川三星堆遺址中發

現古蜀玉器(河圖、伏羲八卦等) 

河圖為圓形，且均為白點，

無黑白之分 

約公元前 

1100 年 
西周 

《尚書-顧命篇》中記載「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河圖之名最先記載之處 

約公元前

400-250 年 
戰國時期 

「龍、圖、河、龜、書、洛」

最初出現在 《竹書紀年-黃帝

軒轅氏》中「龍圖出河、龜書

出洛」 

「龍、龜、洛」最先記載之

處，且繫圖於龍，繫書於龜 

約公元前 

220-170 年 
秦-西漢 

1977 年於安徽阜陽雙古堆中發

現「太乙九宮占盤」 

占盤 1-9 數之排列與洛書布

局完全符合，推論洛書至遲

在西漢已形成 

約公元前 

140 年 
西漢 

孔安國於《尚書-顧命篇》「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作注「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

卦」。另於《尚書-洪範篇》「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作注「天

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

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 

最先將伏羲氏之八卦與河

圖、龍馬，及大禹與洛水、

神龜、九數相聯在一起 

約公元前 

86-72 年 
西漢 

孔子後世儒生編著《易傳-繫

辭》，其中記載「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清儒胡渭考辨，河洛與龜

蓍、天象等並列，表示聖人

作易之前，有祥瑞之物出

現，非據圖書而作易或據河

洛而畫卦 



 

時間 朝代 河圖、洛書重要相關記事 代表意義 

約公元前 

50-23 年 
西漢 

於《漢書-五行志》中敘述劉歆

認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

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

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

是也」 

最先認為河圖為八卦、洛書

洛書為九疇 

約 871-989 年 北宋 

陳搏結合鄭玄之五行生成圖及

《易緯》之九宮圖思想畫為圖

式，並以黑白數表達奇偶之數

或天地之數 

首創龍圖易，為其後河洛圖

式發展之前身 

約 1011-1064 年 北宋 

劉牧將陳搏龍圖易之第三變

(五行生成圖及九宮圖)加以區

別，稱五行生成圖為「洛書」，

九宮圖為「河圖」，提出圖九

書十說。 

最先提出河洛圖式 

約 1007-1072 年 北宋 

歐陽修對「河圖、洛書」持否

定態度，他以「河圖、洛書」

為怪妄，痛斥河洛學派為罪大

惡極，應處以嚴刑。 

最先否認河洛圖式 

約 1135-1198 年 南宋 

朱熹、蔡元定認為河圖之數為

十、洛書之數為九。另推崇「河

圖」即五行生成圖，以數之體

用關係，解釋河圖與洛書。 

目前所通行之河洛圖式之

源起 

約 1610-1758 年 清 

清儒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

胡渭、惠棟等人嚴謹考據河

圖、洛書。 

1.河圖、洛書之名，先秦文 

  獻是有記載的，但無記載 

  河洛圖式 

2.河圖非伏羲時所出，論證 

  河洛圖式乃晚出，與《繫 

  辭》無關 

可針對歷史之脈絡釐清人們普遍對河圖、洛書之迷思所列如下。 

  一、「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 

      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序」之傳說經後世學者 

      考辨後乃為虛構之說。 

  二、宋儒所流傳之河圖(一六居下)、洛書(載九履一)兩種圖式，雖經考證確實有河圖、洛書 

      古物存在，但只能說明河洛圖式有所本，而無法說明宋儒所流傳之河洛圖式就是先秦 

      文獻所記載之洛書或河圖。 

  三、河圖、洛書之名，在先秦文獻中是有記載，但僅有文字而無圖式，而從漢朝到宋朝將 

      近一千年，亦未有河洛圖式記載，其中《易傳-繫辭》記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僅表示聖人作易之前，有祥瑞之物出現，非據圖書而作易或據河洛而畫卦。 

  四、河圖古物分布之點僅為白點，與宋儒所流傳之河洛圖式有黑白之分有所不同，證明宋 

      儒結合五行陰陽及九宮圖思想自創其圖式，而非古物河圖、洛書代表之原意。 

 



陸、河圖、洛書與八卦之結合 

 一、河圖配先天八卦 

          南宋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認為 「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

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

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 河圖中生數一二三四，各

加以中五為六七八九，即四象老陽、少陰、少陽、老陰之數，為四象之數。四象生八

卦，分北方一六之數為坤卦，分南方二七之數則為乾卦；分東方三八之數則為離卦；

分西方四九之數則為坎卦。其餘各居四隅之位，則為兌、震、巽、艮四卦。艮卦之數

由一六北方分出，兌卦之數由二七南方分出，震卦之數由三八東方分出，巽卦之數由

四九西方分出。表明乾、坤、坎、離四正之位，左方為陽內陰外，陽長陰消，右方為

陰內陽外，陰長陽消，象二氣之交運 7，其河圖與先天八卦組合之圖 22，以五行相生、

相剋或同體相配之說明如圖 8。 

 
 

二、七為火，純陽之地，惟乾當之。一、六為水，純陰之地，惟坤當之。三、八為

木，木生火，故為離。四、九為金，金生水，故為坎，東北隅三為震，三者木生數，

震者木之始。東南隅二為兌，兌為金，二為火數，金得火為用。西南隅四為巽，巽

為木，四為金數，木得金為用。西北隅一為艮，艮為土，一為水數，水土有同源之

義，與坤之居正北。乾坤以純陰純陽配，坎離以相生配，兌巽以相剋配，震艮以同

體配 10。 

圖 8 河圖配先天八卦之說明圖 

 

 二、河圖配後天八卦 

河圖二七配離卦，一六配坎卦，三八配震卦、巽卦，四九配兌卦、乾卦，五十配

坤卦、艮卦。圖之一六為水，居北，即後天之坎位。三八為木居東，即後天震巽之位。

二七為火居南，即後天之離位。四九為金居西，即後天兌、乾之位。五十為土居中，

即後天之坤、艮，周流四季，而偏旺於丑未之交，所以象五行之順布 7，其河圖與後天

八卦組合之圖 22，以四正、四隅相配之說明如圖 9。 

 



  

一、六坎為水，二、七離為火，三、八震為木，四、九兌為金，五、十中土，此為
五行之正位。三為艮，木必得土而後生。二為巽，木必得火而後榮。四為坤，金必
得土而後實。一為乾，水必得金而後清。四正以形體配，四隅以性情配 10。 

圖 9 河圖配後天八卦之說明圖 

三、先天八卦配洛書 

南宋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認為「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

十，則亦二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

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洛書中一與九相對，二

與八相對，三與七相對，四與六相對，其合數皆為十，故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

含六，此為四象之數。四正之奇數生乾、坤、離、坎四正卦，四隅之偶數生兌、震、巽、

艮四隅卦，所配方位為效法河圖索生之八卦方位。直到洛書九數，而虛其中五，以配八

卦。陽上陰下，故九數為乾，一數為坤，因自九而逆數之，震八、坎七、艮六，為乾生

三陽。又自一而順數之，巽二、離三、兌四，為坤生三陰，以八數與八卦相配，則與先

天之位相合 7，其洛書與先天八卦組合之圖 22，以生數、成數相配之說明如圖 10。 

 

  

九為純陽之數，故為乾。四為金之生數，兌居金生位，故為兌。三為木之生數，木
胎於火，故為離。八為木之成數，木以成，則為雷龍之木，故為震。二為火之數，
巽為風，風自火出，故為巽。七亦為火之數，而西方乃金之正位，金見火為水，故
為坎。六與一皆水，艮與坤皆土，水土同源，故六為艮，而一為坤，水之生數，六
為水之成數 10。 

圖 10 洛書配先天八卦之說明圖 



四、後天八卦配洛書 

洛書九與離卦配，一與坎卦配，三與震卦配，七與兌卦配，二與坤卦配，四與巽卦 

配，六與乾卦配，八與艮卦配。火上水下，故九數為離，一數為坎。燥火生土，故八次  

九而為艮。燥土生金，故七、六次八而為兌、為乾。水生濕土，故二次一而為坤。濕土 

生木，故三、四次二而為震、為巽。以八數與八卦相配即符合後天之位。後天圖之左方， 

坎、坤、震、巽；其右，離、兌、艮、乾，以艮、坤互而成後天 7，其洛書與後天八卦 

組合之圖 22，以相生、相配之說明如圖 11。 

  

三為木，震之位。四為金，巽與巳同宮為金生地，巽之納辛也同於此。九為純陽之

數，離為純陽之位，故九為離。二為火，火生土，故為坤。七亦火，金得火為用，

故七為兌，兌納丁也同於此。六為水，水得金以生，故六為乾。一為乾之正位，故

一為坎 10。 

圖 11 洛書配後天八卦之說明圖 

 柒、結語 

    蔡元定在《周易自蒙注》中敘述「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來，皆以為河圖授羲，

洛書賜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為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五之數，洪範

又明言無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龜背

之象也。劉牧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托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其易置圖書，

開無明驗。其實天地定理，一而已矣，伏羲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大禹作範，

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誠以此理之處，無他理故也」。蔡氏論述已道盡宋儒所謂「一

六居下」及「載九履一」圖式非宋儒所言之先秦文獻流傳之「河圖、洛書」。 

    河洛之精蘊其實只是一些極為樸素的思想，而並不像後人認為的那樣神秘莫測，從近代

所發掘之考古文物可以體悟中國古人在天文、氣象乃至數學等方面之精深思想萌芽與發展，

可根據先民之遺物有所考證而非神話。宋儒所流傳之「一六居下」、「載九履一」兩種圖式

雖非先秦文獻，並不代表其本身無價值，目前在中醫、姓名學、占卜、八字學、紫微斗數、

風水學、算命、擇日學、奇門遁甲等中國傳統五術中都有結合陰陽五行、生肖和應用到河圖 

與洛書的哲學理論而發揚光大 5。故此有學者建議另起「大衍圖」、「九宮圖」等名稱，不必

與上古流傳之「河圖、洛書」相混一談 24，仍可以上古河洛文化為「體」，而以宋儒流傳之

河洛圖式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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