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錄

編號 
8905 

狀態 G0494905177 

助教

查核 
建檔完成 

索書

號 
查核完成 

學校

名稱 
輔仁大學 

系所

名稱 
宗教學系 

舊系

所名

稱 
 

學號 494905177  

研究

生

(中) 

林峻德 

研究

生

(英) 

Lin,Chun-De 

論文

名稱

(中) 

三元玄空風水研究 

論文

名稱

(英) 

The Feng-Shui Study of San-Yuan on Time & Space 

其他

題名  

指導

教授

(中) 

鄭志明 

指導

教授

(英) 

Chin-Ming Cheng 

校內

全文

開放

日期 

2009.2.5 



校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2.2.5 

全文

不開

放理

由 

 

電子

全文

送交

國圖. 

同意 

國圖

全文

開放

日期. 

2012.2.5 

檔案

說明 

封面 致謝詞 中英摘要 目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參考資

料 附錄-圖表目錄+附圖 

電子

全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學位

類別 
碩士 

畢業

學年

度 

97 

出版

年 
98 

語文

別 
中文 

關鍵

字

(中) 

風水學 三元玄空 陰陽宅 堪輿 

關鍵

字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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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 要 「風水術」在中國流傳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是由秦漢時代「相地

術」發展而來。中國古代的「氣」論和「陰陽」學說構成了中國風水的

哲學基礎。 三元玄空思想是當代風水流派中一個重要的理論，是現今執

業地理師慣用的方法。其主要用於陰陽宅的風水堪輿、地理位置選擇及

佈局構造等。三元玄空風水的運用原理是時間與空間的相互作用，但縱



觀國內風水研究的相關論文，多半為籠統之論述，很少有關於「三元玄

空風水學」的專著性論述，或者即使有，也僅限於理論上的闡述，或是

重述過去的說法為主，甚少能舊說新解，從較為現代的觀點重新理解三

元玄空風水之說。 本文將對三元玄空風水學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本文

使用「理論研究」法及「個案研究」法。先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分析，

研究範圍為「三元」、「玄空」的定義闡釋及三元玄空學來源；三元玄

空風水學的內涵及意義，包括三元九運、九星與九宮、玄空挨星飛佈、

玄空大卦等內容；再對玄空四大格局及重要法訣，玄空大卦法的主要用

途及建築設計進行探索。研究資料主要以臺灣為例，大陸為輔。共選取

了六個個案。研究者透過這些真實、熟悉的地方進行分析，期能讓人更

深入的瞭解三元玄空風水學的應用及操作，並從單純的理論知識中走出

來，從而學會分析實際、活學活用，真正掌握風水學這門學問的重要精

髓思想。 

摘要

(英) 

Abstract Theory of Feng-Shui has a history of two thousand in China. It comes 

from 「mountain geomancy research」 in the Qin and Han period. Feng-Shui 

theory based on the Yin and Yang (Dual) and the method of Li-Chih. San-Yuan 

Time Circle and Space is such a useful method in the theory of Feng-Shui that 

many people use it. It usually is taken to analyze the Yin Yang house. The interact 

of time and space is San-Yuan Feng-Shui」s principle. But in the country， there 

are not many works on it. Even many are only old says or not focus on the 

practical examples. This paper will give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n the San-

Yuan Time Circle and Space Feng-Shui. Dissertation us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and case study method. First look up many bibliographies，as the meaning of 

「San-Yuan」 and 「Time Circle and Space」，the history of San-Yuan Time 

Circle and Space Feng-Shui，the content of San-Yuan Time Circle and Space 

theory，and so on. Research take five cases for examples to study(four cases are 

in Taiwan，other is inland). Author do this research hope to give a useful and 

practical technique for the people who want to grasp this learning，not only at the 

theory，but also th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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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905177 2009.2.4 22:26 218.161.125.186 del 01 494905177 2009.2.4 22:44 

218.161.125.186 new 01 494905177 2009.2.4 22:45 218.161.125.186 del 01 

494905177 2009.2.4 22:47 218.161.125.186 new 01 494905177 2009.2.4 22:49 

218.161.125.186 new 01 494905177 2009.2.4 22:49 218.161.125.186 new 02 

494905177 2009.2.4 22:49 218.161.125.186 new 03 494905177 2009.2.4 22:51 

218.161.125.186 new 04 494905177 2009.2.4 23:01 218.161.125.186 new 05 

494905177 2009.2.4 23:01 218.161.125.186 new 05 494905177 2009.2.4 23:02 

218.161.125.186 new 05 494905177 2009.2.4 23:02 218.161.125.186 new 05 

494905177 2009.2.4 23:02 218.161.125.186 new 05 494905177 2009.2.4 23:13 

218.161.125.186 new 05 494905177 2009.2.4 23:16 218.161.125.186 new 06 

494905177 2009.2.4 23:38 218.161.125.186 new 07 494905177 2009.2.4 23:44 

218.161.125.186 new 08 494905177 2009.2.4 23:58 218.161.125.186 new 09 

494905177 2009.2.4 23:59 218.161.125.186 new 10 494905177 2009.2.5 0:01 

218.161.125.186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4905177 Y2009.M2.D2 13:05 210.69.180.234 M 494905177 Y2009.M2.D2 

13:11 210.69.180.234 M 494905177 Y2009.M2.D4 20:00 218.161.127.57 M 

494905177 Y2009.M2.D5 0:09 218.161.125.186 M 494905177 Y2009.M2.D5 

0:10 218.161.125.186 M 494905177 Y2009.M2.D5 0:20 218.161.125.186 M 



494905177 Y2009.M2.D5 0:22 218.161.125.186 M 494905177 Y2009.M2.D5 

10:52 210.69.180.234 M reli2791 Y2009.M2.D5 13:06 210.69.180.234 M 

494905177 Y2009.M2.D5 19:24 210.69.180.234 M 494905177 Y2009.M2.D5 

19:26 210.69.180.234 M reli2791 Y2009.M2.D9 13:46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2.D9 13:46 140.136.129.39 I 030540 Y2009.M2.D9 15:08 

140.136.209.49 M 030540 Y2009.M12.D15 9:54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