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經 地 義

「易」學與「堪輿」
術數推演法溯源
——以「術數八卦圖」推證失傳千年《歸藏》易
新華社四川分社
中國的「堪輿」，源遠流長，經久不衰，歷代名

亦然。「蓋者，術者之事，以儒者而通兼其說，特博

師大儒都對其有研究；但其科學理論合理性問題

聞多學之一端耳」，「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學雖

一直是學界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一個課題。進入

一藝，然上以盡送終之孝，下為啟後之謀，其為事

現代，「堪輿」無論是微觀的科學實證，還是中觀

亦重矣」。[2]東漢大儒許慎在《淮南子》註中解釋：

的系統論學說 都難窺其

「堪，天 道也；輿，地 道

真正的奧秘。而「堪輿學

也。」凝聚中國古代智慧的

所帶 有迷信色 彩的內容

摘

要：「堪輿」是研究天地關係之間的一門課

《周易‧繫辭上》也提出

繁複駁雜，玄之又玄，它

題。《周易‧繫辭上》提出「易與天地準，故能彌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所能 起 到的 實際 作用應
該說主要是心理方面的。

綸天地之道」。本文用易經符號「⚋」比作二進制

的「0」，「⚊」比作二進制的「1」，可循邏輯推演出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
天 地 之 道。仰 以 觀 於 天

就信奉者而言，它不外乎

術數六十四卦及術數八卦。用推演出的術數八卦

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填補人的特殊心理，尋求

對宋代《皇極經世》及唐代《推背圖》卦象原理進

知幽明之故」。現代學者

一種 難 以解脫的精神慰

行驗證，證明「易」學存在推演法。用術數八卦對

湯一介對「易」做哲學思

藉而已」。 [1]鑒於「堪輿」

結合五行（歸納法）八卦（推演法）的《憾龍經》

考：「《繫辭》所建立的是

等於迷信的尷尬境遇，用

中的北斗九星進行分析；證明《周易‧繫辭》中的

一種宇宙生化符號系

科學的方法探索「易」學

「易與天地準」溯源於「堪輿」，進一步推證術數

統」。「宇宙生成過程的描

與「堪輿」之間存在的聯

八卦圖為失傳千年的《歸藏》易八卦圖。

述往往是依據生活經驗而

繫，通 過「堪 輿」揭 示

關鍵詞：堪輿；易學；八卦；術數；歸藏易

提 出的 具體 形 態 的 事 物

「易」中的歸納法與推演

（如天地、男女等等）發

法，推證中國失傳千年的

展過程，而宇宙生成的符

《歸藏》易八卦圖。將「堪輿」進行具體、科學的探

號系統雖也可能是依據生活經驗，但其所表述的

討，超越傳統宏觀的哲學性探討，跨越曠日持久的

宇宙生成過程並不是具體形態的事物，而是象徵

「迷信」色彩爭論，將秘響旁通深徹的中國「堪

性的符號，這種符號或者有名，但他並不限定於表

輿」奧妙。現就論述、推演法、推證如下：

示某種事物及其性質。因此，這種宇宙生成的的符

一、「堪輿」與「易」哲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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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系統就像代數學一樣，它可以代入任何具體形
態的事物及其性質」。[3]「古希臘的哲學家畢達哥

繼孔子之後最有影響力的儒學集大成者朱熹

拉斯也發現一個重要原理：在直角三角形中，直接

從格物致知的角度認識堪輿，認為物皆有理，堪輿

兩角邊的平方等於另一邊的平方。他還發現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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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弦的長度及鬆緊程度與音調之間數（比例）的關

動、息、伸、往、進、生等；也可以是具體的事物：

係。由此出發，畢達哥拉斯斷定數是一切事物的

男、父、日、乾、山、君、天、晝等。《周易‧繫辭》言：

本質，世界的形勢、關係、量度、秩序、規律等都是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可以用數表示」。由此他認為整個的天是一個和
諧，一個數目，並且指出「一」是萬物的本原（始
基），由此推衍出「二」，再由一和二產生數目，然
後從這些數目中產生萬物，其過程如下：「萬物的
本原是一。從一產生出二，……從完滿的一與不定
的二中產生出各種數目；從數目產生點；從點產生

二

出線；從線產生出面；從面產生出體；從體產生出
感覺所及的一切形體，產生出四種元素；水、火、

二
○

土、氣。這四種元素以各種不同大方式轉化，於是
[4]

創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 宋代象

年第四期（總第一
○

數家邵雍言：「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

五期）
○

即規律、法則。天地之道，即自然界運動變化的規

八分為十六，……合二之為一，衍之斯為萬」。

[5]

「八 卦解 釋世界即成 為一 個有規律的1-2- 4 - 8 16……的發展序列。這與畢派的點生線（一元生二
元），線生面（二元生三元），面生立方體（三元生
四元），立方體 產生 土、火（四方體），氣（八面

四象指的是太陰（⚏）、太陽（⚌）、少陰（⚎）、少陽

（⚍）。古人把爻上下相疊成三行，按一定次序排

列組合生成八個符號，成為八卦，即乾（☰）、兌
（☱）、離（☲）、震（☳）、巽（☴）、坎（☵）、艮
（☶）、坤（☷）。八卦是六十四卦的基礎。以坤卦為

例，從最下面的初爻變化：坤為地（䷁）一變而成
地雷複（䷗），再變而成地澤臨（䷒）三變而成地天

泰（䷊）四變而成雷天大壯（䷡），五變而成澤天夬
（䷪）。到此變化結束，於是從外卦初爻重新變化，
六爻而為水天需(䷄)。最後內卦還原，變為水地比

（䷇）。八卦變化均如此。六十四卦變化下圖所
示：

二、術數六十四卦圓圖及術數八卦
圖

體），水（十二面體），再由這四種元素派生出萬物

「遍覽文獻，千百年來對「易」圖均無表述，

的1-2-4-8-12……的序列大徑相通：認為萬物由數

這說明「易」無圖可示。「易」是世界的本源，起

產生，並且根源於最基本的數「⚋」、「⚊」。 「道，
[6]

律。 「周易符號陰（⚋）和陽（⚊），兩個符號可以
[7]

指宇宙的萬事萬物：陰（⚋）可以是狀態：柔、靜、

消、屈、來、退、死等；也可以是具體的事物：女、

母、月、坤、水、地、夜等。陽（⚊）可以是狀態：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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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兩儀指的是乾、坤或陰（⚋）陽（⚊）兩儀，

點，這類似於現代宇宙學所說的宇宙大爆炸之前
的起點，現有世界的物理幾何概念幾乎不 可描
述」。[8]「但『易』以陰陽來解釋世間萬物並以陰爻
和陽爻兩種符號進行記錄和表達的方式，與 17 世
紀末德國數理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二進制思想不
謀而合。這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詮釋了文化的相

數人也肯定這種觀點。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認為：

為計算機的工作語言。計算機是用零和一無窮的

「萊布尼茲以 0 和 1 表示一切數，《易經》以陰陽

組合來描寫整個世界。萊氏發現先天六十四卦中

顯示天地萬有，都是天才的閃爍」。[10]

將易經符號「⚋」比作二進制的「 0 」，「⚊」比

的六爻排列恰好是從零到六十三的二進制數字，

作二進制的「 1 」。圖解如下：

因此認為古代中國周易符號也證明了他的發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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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性與關聯性。今天，萊布尼茲發明的二進制已成

周易與二進制符號系統有內在的一致性，現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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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易經符號「⚋」比作二進制的「 0 」，「⚊」

比作二進制的「 1 」。「坤」卦（䷁）則為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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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八卦圖即《周易‧說卦傳上》言：「天地

「剝」卦（䷖）則 為 0 0 0 0 01，「比」卦（䷇）為

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進制六十四卦術數推演圓圖如下：

卦分為四對，直觀對應——天地即乾坤，乾（☰）坤

000010，「觀」卦（䷓）為0000011……餘可類推。二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將八

（☷）為一對；山澤即艮（☶）兌（☱）為一對，
雷風即震（☳）巽（☴）為一對，水火即坎（☵）
離（☲）為一對，每對之間，陰爻和陽爻完全相

反。後天八卦圖即《周易‧說卦傳上》言：「帝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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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象生八卦

(陽)

⚋

是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

(陰)

震，東方也。……」根據卦辭定「震」為東方，
自東向西依次排列，即：震（東方）—巽（東南
方）—離（南方）—坤（西南方）—兌（西方）乾
（西北方）—坎（北方）—艮（東北方）。依前
面推演出的術數六十四卦推算圓圖，可推演出
術數八卦圖陣列：坤（☷）、艮（☶）、坎（☵）、
巽（☴）、震（☳）、離（☲）、兌（☱）、乾（☰）。
術數八卦推演圖；先天八卦圖、後天八卦圖：
圖：術數六十四卦推演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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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爻（⚋）。乾（☰）卦三個陽爻，三三得九，坤（☷）
卦三個陰爻，二三得六。此外在《周易‧繫辭下》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一、三、五、是天數，相加得九。二、四是偶
數，二加四得六。根據《說卦傳》與《繫辭》中的推
演法，陽爻「━」之數為 9，陰爻「⚋」之數為 6，可

循規律推算出如下八卦數值：坤（☷）18，艮（☶）

21，坎（☵）21，巽（☴）24，震（☳）21，離（☲）24，

二

兌（☱）24，乾（☰）27，八者數字相加之和 180 。將

圖：術數八卦推演圖

兩個八卦重卦相疊，所得之數合數 360 即與一年
360周天數印合。宋代《皇極經世》及唐代《推背

二
○

圖》推演法原理均同理。「《皇極經世》是宋代邵
雍創立的計量時間的新單位，稱之為「元、會、運、

年第四期（總第一
○

世」。129600年為一元，為人類的一個發展周期，
每元十二會，各10800年，每會三十運，各 360 年。
每運十二世，各 30 年」。[11]唐代《推背圖》是卜筮之
書，用中國干支 紀法六十甲子配圖六十張以 及
六十首詩，該書無論歷史價值，還是文學價值均是
糟粕，無研究價值；但其書凝聚《說卦傳》與《繫
辭》中的推演法卻值得探究。現以「易」為中心結
合術數八卦圖，對《皇極經世》、《推背圖》推演擴
展，圖示如下：

五期）
○
圖：先天八卦圖(上)，後天八卦圖(下)

三、《皇極經世》、《推背圖》術
數推演法延展
《周易‧說卦傳上》言：「昔者聖人之作《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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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皇極經世》、《推背圖》術數八卦推演圖

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

通過排列推演結果，先天八卦圖與後天八卦

陰陽而立卦」。《說卦傳》提出「三（參）天二地」之

圖雖然是歸納法形象化的卦象，但推演法早已深

說，即用數字「 3 」代表陽爻（⚊），數字「 2 」代表

藏其中，易經中的歸納法與推演法相輔相承。

性）。《憾龍經》雖被歷代研「易」哲學家奉為經
典，但詩文兼通儒、佛、道三藏之學，高深莫測，通
透陰陽，半句詩文便需論衍千餘文字闡釋證明；歷
代只有觸類旁通、天資卓越者能領悟一二，以至此

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簪纓世胄」的家

課題亙古通今束之高閣。現以「易」為中心，結合

族溯源於「天道酬勤」，而「偎慵墮懶」之家卻急功

《憾龍經》北斗九星，術數八卦圖推演擴展如下：

功利尋找暴發暴富的途徑，民間風水這種無本生

《憾龍經》開篇：「須彌山是天地骨，中鎮天

利的途徑便成首選。縱觀歷朝歷代，當局都禁絕民

地為巨物。如人背脊與項梁，生出四肢龍突兀」。

間風水，這對其糾正社會浮躁功利的世道風氣，推

（四庫全書‧子部‧憾龍經）「佛教稱我們的地球

動社會安定和諧有進步意義。清初學者陳確作

為四大州，呈圓盤狀，中央須彌山聳立，以此山為

《葬論》，抨擊喪葬全繫江湖術士利用人們尋求榮

中心，有七山八海圍繞」。 [14]佛教典籍《大智度

華富貴、避凶趨害的心理，「誇其辭以動之」，目的

論》中的「須彌山」非山，可看做易經中的「易」。

是騙取錢財，即所謂的「起於葬師之欲賄」。明朝
崇禎歙縣知縣傅岩在其《歙紀》中記載徽人競爭
風水而釀成大獄的事實：「徽尚風水，爭競侵佔，
累訟不休，如洪包、方惟一等案，結而復起，歷年未
已」。[12]堪輿的消極負面本不在其自身的歸納法推
演法之道，而是對「易」的研究要跨越對「堪輿」撮
土焚香，胡為亂信的民間迷信色彩解釋，用科學的
方法探討，還原「堪輿」科學邏輯的本質。北宋程
頤在《易說‧繫辭》言：「聖人做易，一以準則天地
之道，易之義，之道也」。 [13]上天容易入地難。通
「易」者，「開霧睹天」的過程便是走出書本，到室
外去摸尋地理山川的脈絡，由此，才能領悟易經中
「易」的奧妙。「堪輿」的研究繞不開一名叫「楊筠
松」的學者，唐代的堪輿學者楊筠松在《唐書》中
無傳，據宋代陳振孫《書錄解題》錄有其名氏。相

圖：《憾龍經》九星術數八卦推演圖

傳楊筠松本名益，字叔茂，筠松是他的號，祖籍竇

以《憾龍經》北斗九星五行屬性，排列先天

州（今廣東宜縣），寓居江西，著有以《憾龍經》為

八卦圖以及後天八卦圖，則呈現一種異象——先

代表的堪輿著作。《四庫全書》收錄其書，言：「憾

天八卦中的「震」、「巽」五行為木，卻分列對立，

龍經專言山壟落脈形勢」。其真實學術價值實與

「巽」卦空缺；後天八卦中的「坤」、「艮」五行為

《素問‧天 元 紀 大 論》中：「九 星懸 朗，七 曜 周

土，也分列對立，「坤」卦空缺。根據《周易‧說卦

旋」。同源，即北斗七星加上輔、弼二星。堪輿家以

傳》關於先天八卦及後天八卦的卦辭和兩者例圖

《周易‧說卦傳》中的五行（歸納法）金、木、水、

立體成像，推證：先天八卦呈現的是世界萬物縱向

火、土屬性分類；配以八卦（推演法）排序；類列北

的空間概念，後天八卦呈現的是世界萬物橫向的

斗九星，命名九種堪輿術語：一為貪狼（五行屬

方位概念，術數八卦則展現「易」中的推演法。結合

木）、二為巨門（五行屬土）、三為祿存（五行屬

《說卦傳》中的五行歸納法，《憾龍經》中的九星

金）、四為文曲（五行屬水）、五為廉貞（五行屬

術數八卦圖，可邏輯推證《周易‧繫辭》中的「易與

火）、六為武曲（五行屬金）、七為破軍（五行屬

天地準」溯源於「堪輿」。附《憾龍經》九星先天八

木）、八為左輔（五行屬金）、九為右弼（五行無屬

卦後天八卦圖對比圖如下所示：

胡萬寶：「易」學與「堪輿」術數推演法溯源

《周易‧象卦》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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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與「堪輿」術數推演法
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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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卦辭中的「坤以藏之」，「藏」即「躲藏」之意，《歸
藏》定坤卦為首卦，循自然規律象徵萬物莫不歸藏
其中。(圖示如下)：

二
二
○
年第四期（總第一
○

卦辭中的「艮以止之」中「止」有「停止」、「暫
圖：《憾龍經》九星先天八卦推演圖

停」的自然規律，事物停止運動才能「躲藏」，與
定位為首卦的坤卦自然規律「躲藏」同性相吸，故
「艮」卦在八卦位置中應置於坤卦旁邊。(圖示如
下)：

五期）
○

卦辭中的「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在八卦中
對應「兌」（說）、「乾」（君）二卦，「君」的社會規
律為「客人」、「朋友」等，猶如世道人心，好友並
排而坐，古代座次以「左」為貴，「乾」卦在八卦位
圖：《憾龍經》九星後天八卦推演圖

置中應置於坤卦左邊。「說」社會規律為「述說」、
「言談」等，好友並排而坐談天論地，社會規律同

五、術數八卦圖乃失傳千年《歸
藏》易八卦圖
《周禮‧春官‧宗伯‧太卜》言：「（太卜）掌三
《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連
山》易與《歸藏》易至今已失傳千年。結合術數八
卦圖與《周易‧說卦傳》的卦辭，可推證《周易‧說
卦傳上》中另一卦辭即是失傳千年的《歸藏》易八
１２６

卦圖；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

性相吸，故「兌」卦在八卦位置中應和乾卦相鄰排
列。(圖示如下)：

（離卦為五行「火」），並通過自己不斷的努力行

對應「巽」（雷）、「震」（風）二卦；「動」與「散」

動（震卦、巽卦），渡過了這個困難（坎卦為五行

為自然規律，有「行動」、「流動」之意，自然規律

為「水」），停止了自己的災難（艮卦）。此事件中，

中停止運動才能「躲藏」，與定位為首卦的坤卦自

「離」卦五行屬性為火，「坎」卦為水，水克火，逆

然規律「躲藏」異性相斥，所以「巽」、「震」兩卦在

時針排序，按卦圖敘事內容及五行屬性，以水克

八卦位置中應置於坤卦不相鄰卦位，又因「動」與

火。屬性為火的「離」卦應在前，屬性為水的「坎」

「散」自然規律同性相吸，故「巽」、「震」兩卦在

卦應定在後。「震」、「巽」二卦則在坎離兩卦中依

八卦位置中應遠離坤卦相鄰排列。(圖示如下)：

次排列。故《周易‧說卦傳上》中「雷以動之，風以

天 經 地 義

卦辭中的「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在八卦中

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八卦圖推證實為失傳千年之《歸藏》易八卦圖。

卦辭中的「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在八卦中
對應「坎」（雨）、「離」（烜）二卦；「雨」與「烜」
在自然規律中五行屬性為水火相克，異性相斥，故
「坎」、「離」兩卦不能相鄰，在八卦位置中卦位應
遠離坤卦分而置之。(圖示如下)：

推證圖：術數八卦圖即《歸藏》易八卦圖

結語：
將易經符號「⚋」比作二進制的「 0 」，「━」

比作二進制的「 1 」，可循邏輯推演出術數六十四

卦以及術數八卦。用推演出的術數八卦對宋代《皇
極經世》以及唐代《推背圖》進行驗證，證明「易」
學存在推演法。用術數八卦對結合五行（歸納法）
八卦（推演法）的《憾龍經》中的北斗九星進行分
《歸藏》易的卦辭上析自然規律，下探社會

析，證明《周易‧繫辭》中的「易與天地準」溯源於

規律，中理世道人心。將坤卦定為首卦，根據卦

「堪輿」，更推證術數八卦圖是失傳千年的的《歸

辭，《歸藏》易八卦圖即可排列成型。單純從卦辭

藏》易八卦圖。「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

解讀《說卦傳上》關於《歸藏》易八卦圖的內容，

則，一物須有一理」。 [15]「堪輿」本質是一門涵蓋

缺少科學邏輯推證。將《說卦傳》中關於《歸藏》

天文地理知識以及洞察世道人心的學問。「易」學

易八卦圖的卦辭配合「易」中的五行歸納法，結合

的研究，上析天文星象，下探山川地理，中理社會

《憾龍經》九星術數八卦圖推演法，即可推證出

規律及世道人心。研「易」，跨越對「堪輿」繁複駁

下圖——術數八卦圖即《歸藏》易八卦圖。此外，

雜，玄之又玄的迷信色彩解釋，用科學的方法探

《歸藏》易八卦圖還表述了一個事件，即「天行

討，還原「堪輿」科學邏輯本質，這是研「易」的重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故事——坤卦的朋友（乾

點。上天容易入地難。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只有

卦）向其訴說（兌卦）自己遇到了飽受煎熬的困難

中華文明從來沒有中斷過，「易」學中歸納法及推

胡萬寶：「易」學與「堪輿」術數推演法溯源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歸藏》易的卦辭。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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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法「開霧睹天」的過程仍需留待哲學研究者去
用科學的方法繼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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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ceability of deduction on Yi and
Geomancy theory——
Deduction of the Long Lost “Return to
Tibet” Yi with “Divination and Eight Diagram”
Hu Wan Bao (Xinhua News Agency, Sichuan
Branch)

A bstrac t: Geoma ncy t heor y is a topic on
the study of heaven and earth。 Xici from Book of
Changes said that “Supreme as the natural law of
Heaven and Ear th，so as to the universe。” In this
paper, the Yijing symbol “⚋” is likened to the binary
“0”，”⚊”is compared to the binary “1”， which can be
logically derived from Diagram of sixty-four and eight。
Divination and Eight Diagram was used to verify the
principal of “Emperor of the Emperor”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Tuibei Drawings” in the Tang, which proved
the existence of deduction method for the Yi。They were
also used to analyze the Beidou Jiuxing in the “Journey
of the Dragon” combined with the f ive elements
(inductive method) and Eight Diagrams (deduction
method)；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e that”Supreme
as the natural law of Heaven and Earth” derives from
Geomancy theor y，which f ur ther strengthens the
deduction Divination and Eight Diagrams are from
Return to Tibet that has been lost for a millennium。
Key Words: Geomancy, Yi T heor y, Eight
Diagrams, Divination, Return to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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