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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命與運是牢不可分的，先天的宿命雖然不可違，但是後天的命運卻是由自

己所掌控，並且可以隨著機緣而修正。本研究是以紫微斗數為主體，試圖

透過紫微斗數的原理，使更多的人得以洞悉人生，因應命運的變局，而能

掌握未來。 人的一生，是一段追尋根源、成就自我的旅程；本研究發覺紫

微斗數之所以能夠覺察人生，乃是基於天人關係的應用，即是將天上星宿

運旋的規則，演變成紫微斗數的術數規則。也就是說由出生的時間找出相

對應的星宿，做為生命的座標，然後透過自身家族的血緣基礎，寄居處地

域文化的學習，根據行運的規則，瞭解時代趨勢的脈絡以及自己的時機

點，進而完成人生的目標。 本研究將紫微斗數的古籍文獻，以及現代的術

數著作做個統合整理，除了對紫微斗數的由來、紫微斗數的星命架構、體

系建構、星命推論等有完整的介紹，並且提出了趨吉避凶、生涯規劃、宗

教靈修等多種方法，讓現代人可以透過紫微斗數而充分掌握目標，完滿人

生。 研究者衷心的認為，紫微斗數適合每一個人來學習，來認識。另外本

研究也提出了生命圖像、生命世界、生活圈、生命的五行圈等觀點，希望

能促進紫微斗數現代化的目的。 研究者的參與，是希望能夠達到拋磚引玉

的效果。誠懇的呼籲，以術數為業，從事諮商的人士，也能走入學術殿

堂，將山、醫、命、相、卜等傳統的術數整理，成為一套有系統而完整的

學術理論；當命理諮商者將自身人文素養的提升，開始參與社會的慈善救

濟，公益講座等活動，相信必能破除社會的污名，並且進一步扮演促進社

會安定與發展之推手的角色。  

摘

要

(英) 

Destiny and fate are inseparable, though destiny may not be departed; yet, fate could 

be controlled in our own hands, and be adjusted as life goes on. This study is using 

Zi Wei as a base, endeavoring to through application of its principles helping more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living is, and be able to have a better control of the future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changes of one’s destiny. Throughout one’s lifetime, 

one is in search of its origin, a journey of self-accomplishment;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reason why Zi Wei is capable of knowing one’s life i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heaven and human, that is, applying the regulatory rules of the stars, thereby, 

developed the principles of Zi Wei. It also means that finding the stars at the time of 

one’s birth, using it as an axis for one’s destiny, then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one’s genetic origin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one’s learning, thereby, in 

compliance with the flow of the principles, learning to know the trend of an era and 

one’s opportunity, so as to accomplish the objectives of one’s life. This study 

includes classics on Zi Wei, and is integrated into the present works on Zi Wei, in 

addition to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on the origin, structure of the stars,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and the application of Zi Wei, it has also proposed various methods 

for ensuring good fortune, career planning, and religious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reby, enabling people to utilize Zi Wei for proper monitoring of one’s objectives 



and fulfillment of one’s life. I truly think that th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Zi 

Wei is suitable for every on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posed thinking on images of 

life, the world of life, living circles, and circles of the five elements in living, 

hopefully, this may enable the modernization of Zi Wei. 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humble participation in the study, it will trigger further studies in the subject. I also 

sincerely wish that those who apply the system for consultant services as a living will 

also adopt an academic approach to compile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in geomantic, 

medicine, numerology, physiognomy and to divine by the eight diagrams into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theory. When a fortuneteller upgrades himself/herself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begins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such as social welfare, 

non-profit seminar, this will certainly redeem his/her reputation and play a role in 

help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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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88。 紫蓮居士，《禪門紫微斗數》台北：武陵出版社，1992。 紫

蓮居士，《紫微現象學》台北：武陵出版社，1994。 紫蓮居士，《紫微數

理學》台中：瑞成書局，1995。 紫微楊，《紫微閒話》六版，香港：香港

周刊叢書，1988 悟德法師，《紫微斗數與河洛數理》台北：武陵出版社，

2003。 智華，《業與命運》台北：世界佛教出版社，1994。 黃倫生，《東

方神秘之門》台北：新潮社，1997。 無著虛風，《宿命與慧命》台北：禪

門出版社，1995。 楚皇，《斗數實戰》台北：武陵出版社，1985。 楊雲

翔，《斗數直徑》台北：武陵出版社，1993。 福耕，《斗數心理學》台

北：時報文化，1993。 福耕，《生男育女之性別預知》板橋：楊明輝出

版，1997。 福耕，《死亡年限預知學》板橋：楊明輝出版，1998。 趙鑫，

《斗數世界 機運與選擇》台北：民生報社，1994。 輔德陸，《紫微入門一

學就通》中和：智林文化 2000。 慧心齋主，《紫微斗數趨吉避凶法》再

版，台北：自立晚報，1986 慧心齋主，《紫微斗數看錢財》台北：時報文

化，1986 慧心齋主，《如何推算命運》台北：時報文化，1985 慧耕，《紫

微斗數開運全集》第一集，台北：禾馬文化，1994。 慧耕，《紫微斗數開

運全集》第二集，台北：禾馬文化，1994。 慧耕，《紫微斗數開運全集》

第三集，台北：禾馬文化，1994。 慧耕，《紫微斗數開運全集》第四集，

台北：禾馬文化，1994。 慧耕，《紫微斗數開運全集》第五集，台北：禾

馬文化，1995。 慧耕，《紫微斗數開運全集》第六集，台北：禾馬文化，

1995。 劉韶軍，《神秘的星象》台北：書泉出版社，1994。 郭義忠、沈南

辛，《將軍與半仙》台北：頂點文化，2006。 陳摶，《康節說易全書、紫

微斗數》第二版，上海：學林出版社，2005。 陳一陽，《命運探微》廣

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陳希夷，《紫微斗數全書》台北：武陵出版

社，1990。 陳啟詮，《紫微玄機》永和：希代書版，1987。 陳雪濤，《紫

微講義》台北：武陵出版社，2005。 陸飛帆，《紫微奇徑》台北：龍吟文

化，1992。 陳世興，《為何不婚篇》新店：尖端出版，1993。 陸斌兆，

《紫微斗數講義一》台北：時報文化，1995。 陸斌兆，《紫微斗數講義

二》台北：時報文化，1995。 隆中客，《十二生肖與你一生》台北：玉樹

圖書印刷有限公司，1998。 蔡上機，《進階新時代紫微》三重：飛星文化



出版社，1996 蔡上機，《紫微超級四化星》三重：飛星文化出版社，1996 

蔡明宏，《紫微六玄經脈》台北：紫雲慈航出版社，2006 謝貴安，《中華

雜術》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謝昕潤，《斗數四化原理與應用》新

店：百觀出版社，1999。 謝武藤，《斗數四化深入》台北：武陵出版社，

1995。 謝繁治，《周易與紫微斗數》高雄：謝繁治出版，1995。 鄭振明，

《個性決定命運 》台北：韜略出版，2003。 鄭稼學，《紫微的神秘領域》

永和：希代書版，1987。 鄭稼學，《紫微斗數清譚國事》台北：萬人出版

社，1989。 藍神，《我看斗數的心得》台北：武陵出版社，1986。 鐘義

明，《紫微隨筆 元集 斗數明燈》台北：武陵出版社，1995。 鐘義明，

《紫微隨筆 亨集 斗數古文新解》台北：武陵出版社，1994。 鐘義明，

《紫微隨筆 利集 斗數拆招》台北：武陵出版社，1994。 鐘義明，《紫微

隨筆 貞集 斗數批命實務》台北：武陵出版社，1994。 鐘義明，《紫微一

得》台北：武陵出版社，2005。 勸學齋主，《紫微進階》樹林：勸學齋，

2001。 勸學齋主，《星曜鐵關刀》樹林：勸學齋，2002。 顧祥弘，《飛星

紫微斗數全書》二版，台北：文源書局，1988。 觀雲主人，《紫微斗數宣

微》台北：集文書局，1984。 4、學術論文著作 王 璟《黃老思想治身治國

一體之理論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王俊淦

《東西方「風險觀」的比較研究》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03。 呂依真《自

我的困頓與建構－自傳民族誌取向》私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 2002。 李健良《董仲舒天人哲學之研究》南華大學碩士論文，2002。 

李韶堯《黃帝內經運氣學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4。 吳志鴻《兩漢哲學中宇宙論思想之研究》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3。 金學權《易經之天人關係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

文，1989。 周欣婷《命運觀的兩種詮釋類型－以王弼和程頤為研究中心》

台灣大學碩士論文，2004。 林政言《先秦兩漢星辰信仰研究》中國文化大

學碩士論文，1990。 林明正《說文陰陽五行觀探析及對後世字書之影響》

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90。 林超群《周易之宇宙論及其人生哲學研

究》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林宣佑《兩漢老子注

中之道論研究－以河上公注、指歸、想爾注為論》輔仁大學哲學系碩士論

文，2005。 袁光儀《晚明之儒家道德哲學與世俗道德範例研究》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唐永霖《先秦陰陽思想之形成初

探》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凌坤楨《算命行為之歷程分

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2。 張永源，《八字算命推論與實際

生活經驗之比較分析》高雄醫學大學碩士論文，1994。 張新智《子平學之

理論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1。 張貴傑《變，生命歷程的實踐

與建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2002。 范淑儀《自

我的反省與覺察》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黃錦煌

《老子思想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 黃素菲

《人生目標在諮商中改變歷程之個案詮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

理與輔導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莊肇基《董仲舒人副天數思想之研究》

玄奘人文社會學院碩士論文，2003。 廖啟瑞《玄學於純損危險管理之策略

分析》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00。 郭慈芬《千禧年的算命風潮－星座命理

節目之閱聽人研究》世新大學碩士論文，2004。 劉怡君《我與我的反轉

移》東吳大學心理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 陳美華《說文干支字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85。 陳明恩《氣化宇宙論主體架構的形成及其

開展》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5。 陳德興《兩漢氣化宇宙論之

研究》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陳冠明《陰陽五行思想、原

理與推算法則研究》國立台南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5。 駱怡

心《星辰與人間－占星人對占星的應用、占星體系以及生活事理的交互影

響》國立東華大學碩士論文，1990。 賴錫三《道教內丹的先天學與後天學

之發展和結構－精氣神虛系統下的道論與氣論》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1990。 潘南霏《周濂溪天人關係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2000。 鄧明宇《獻身與沉淪－一個男性的自我生成與發展》輔仁大學應用

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龐靜儀《淮南子?墜形的地理觀》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鄭倩琳《戰國時期道家之宇宙生

成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5、期刊論文 朱 吉

吉（先秦道家的天人哲學論）第五卷第二期頁 93-108，1999。 何義（《無

極圖》、《太極圖》解說－從陳摶到周敦頤）第一卷第四期頁 121-132，

1995。 李澤騭（陳摶《無極圖》思想探要）第一卷第四期頁 107-120，

1995。 林安梧（新道家與治療學）《第六屆紀念涵靜老人宗教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2005。 徐芹庭，（宗教與五術是救國淑世之至寶）《術數文化與

宗教》頁 233-288，2005。 許博文，（天體星象卦氣與人類命運之研究）

《術數文化與宗教》頁 209-232，2005。 張文、問永寧（陳摶的養生煉心

思想）第一卷第四期頁 157-166，1995。 張立德（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

基本法則之探討）《宗教哲學》第一卷第一期頁 147-163，1995。 張應超

（陳摶與《周易》）第一卷第四期頁 152-156，1995。 張誠道（陳摶學術

思想及內丹養生論）第一卷第四期頁 167-179，1995。 梁淑芳（陳摶《無

極圖》之內丹修持觀）第一卷第四期頁 133-151，1995。 彭慕白，〈紫微

斗數探源－兼論斗數陰陽五行的理論基礎〉《術數文化與宗教》 頁 85-

110，2005。 彭滌龍（陳摶老祖姓名字號芻析）第一卷第四期頁 101-103，

1995。 閔智亭（陳摶鄉里及主要活動年齡考）第一卷第四期頁 104-106，

1995。 楊紫涵.巫佳蓉.王奕修《算命與人生之研究探討》私立新興高中

http//www.pdffactory.com 華紹傑、賴建成（八字的流派及用甚特質）《術數

文化與宗教》頁 71-83，2005。 潘英海、陳永芳（五行與中國人的心理療

法：以萬國道德會的性理療法為例）《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期》頁 36-92，

1997。 陳美玲（遠東技術學院學生對算命的看法）《遠東學報第十九期》

2001。 從算命文化看福音之宣揚

http//s91.tku.edu.tw/~691120066/paster/teach/018.doc 羅正心（算命的心理輔

導）《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期》頁 316-337，1997。 鄭志明（中國命運觀

念與術數的文化內涵）《術數文化與宗教》頁 15-37，2005。 《命理.人生.

哲思》台北：哲學雜誌季刊第三期，1993。 性格與社會心理學組的回顧與

前瞻 http//www.psy.ntu.edu.tw/alumni/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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