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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ism Feng Shui (Geomantic omen) Huangdi Zbaijing (Yellow Emp- ZeJi 

Method (Method that select an auspicious day) LiChi Method (Method that 

regulate the flow of vital energy) ShingShih Method FuZhen Method 

摘要

(中) 

中國傳統風水學是建立在「河圖洛書」與「易經」的基礎理論上。河圖

洛書的基本內容是數理運用，而易經的核心內容即是占卜預測。古代道

士多精於易經預測，運用風水術行道，因而在此領域有不凡的成就。這

也使得風水學與道教聯繫在一起，而成為道教思想與法術的一部分，有

些人遂稱此學為道教風水理論。   《黃帝宅經》收錄於《正統道藏》

中，是風水學較早期的著作。文中所言觀點不僅可運用於現今社會，也

常被當代風水或建築書籍引述，由此顯現出此書的不凡價值。本文有鑑

於此，即以《黃帝宅經》為研究對象。採多方面分析與本書相關的種種



論述，包含學者研究、成書淵源、版本比對、術數基本觀、擇吉觀、天

文地理觀、相宅四法等方面。除了書中相關風水內容的探究外，還試圖

展現本書的隱含風貌，如人文氣息、哲學思想等。期能讓風水文化逐漸

走向學術化的領域，傳承古老經驗的當代學術價值。 

摘要

(英) 

Chinese traditional Feng-shui art is setting up in theory on the foundation of Hetu, 

Luoshu and Yij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Hetu and Luoshu is Maths and Science 

application. The content of Yijing is that divination and prediction. The ancient 

Taoist is good at Yijing divination and applies geomantic omen skill. Therefore 

they hav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this field. This makes Feng-shui art linked to 

Taoism, and become a part of Taoism's thought and Magic arts. Some people 

claim this is Taoism' sgeomantic omen theory. "Huangdi Zbaijing" include at "The 

Zbengtong Daozang Taoist" and it is one of the earlier book in Feng-shui art. The 

view spoken of "Huangdi Zbaijing" can not only be applied to current society, but 

also been quoted by the contemporary geomantic omen or the architecture books. 

Therefore it reveals remarkable value of this book. This text is in view of this, 

namely with "Huangdi Zbaijing" as research object. Adopting various analysises 

and many aspects of this book, it includes scholar study, book origin, edition 

constrat, basic view in Magic and Maths, selecting an auspicious day view, 

astronomy geographical view, looks residence 4 law,etc. Except for geomantic 

omen studying, it still attempts to represent imply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a 

book, such as humanity and artictic culture, philosophy thought,etc.. Hope 

geomantic omen culture could move towards academic field gradually and inherit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value of old experi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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