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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大衍之數」首先出現於朱熹堪定本的《易繫辭傳上》第九

章，它的始用時期，諸家說法不一，但最早當在西漢初期，最晚不會晚於

西漢中期。 「大衍之數」乃聖人用來替百姓卜筮的方法。早期用 271 根筮

竹，後來變成「大衍之數」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乃歷次

占筮經驗所得的結果，發現用四十九，方能得出六、七、八、九四個營

數。到了西漢時期六、七、八、九與老陰、少陽、少陰、老陽相比附，於

是單純的數字與陰陽消長變化結合在一起，因此這些數字就成了占斷的依

據。 本文應用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法；本研究共分成五章：前三章分別為

緒論、大衍之數的淵源、大衍之數內涵及其操作；第四章則著重於「大衍

之數」的延伸與運用。在觀其會通後，第五章點出了「大衍之數」從理論

到實務的連結。文獻上包括《周易正義》與《周易本義》，及《四庫全

書》之古本等皆為研究範本；在歷史文獻上，則以兩漢易學為主。本文特

色為「大衍之數」由大到小（由 271 筮竹到 49 筮草，十八變成易，八卦小

成，至朱熹考變占，取其唯一而解卦。）深入淺出；理論部分如二派六宗

甚至二派十宗，再貫串至實務，建構出《老子‧七十章》所說的「言有

宗，事有君」的準則，以符合〈家人卦．象傳〉所云：「君子以言有物而

行有恆。」在研究上，「大衍之數」之專書不多，最原始的文獻僅出現於

《繫辭傳上》第九章，故在文獻資料上有所局限。 現今時代背景的不同，

民眾的需求愈益廣泛，筆者將「大衍之數」的緣起及理論進行分析整理，

並貫串研究者的心得及歷代關於「大衍之數」之詮釋，最後回到實務的運

用，將「大衍之數」的具體方法與步驟生活化，使後者有脈絡可尋，並進

一步再深究。在占卜盛行的風潮下，筆者結合二十年的實務經驗，配以文

獻的考查，盼賦予「大衍之數」新時代的意義及光芒。 關鍵字：天地之

數、大衍之數、河圖、洛書、卜筮  

摘

要

(英) 

Abstract The numerology of Ta-yen first appeared in the 9th chapter of Shih-Tzou 

Chuan, revised by Chu-Hsi It was used from the early period or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1） The sage used 271 bamboos of divination to predict if 

it is auspicious. During the history of divination,the 271 bamboos were reduced to 49 

bamboos in order to get the four surplus of 〝six,seven,eight,nine〞,which were 

connected to the concept of 〝Older YIN, Younger YANG,Younger YIN,Older 

YANG〞 （2） The Numerology of TA-YEN was the origin of all sorts of 

divination through number, such as Hou-Chu-Lin,Mei-hua-I-Shou,etc. （3） The 

Numerology of TA-YEN can be applied to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humans. Key 

Words: The Numbers of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The Numerology of TA-YEN He-

Tou（Graph of the River） Lo-Shou（Scripture of the Lo River） Div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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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附錄《火珠林》的占驗法 第一例：占父病，得解之困。春月辛未日 本宮

卦震為雷 妻財世 〃 戌 官鬼 〃 申 子孫 、 午 妻財應 〃 辰 兄弟 〃 寅 父

母 、 子 （震木世三）解之困 妻財 〃 戌 官鬼應 × 申–酉 子孫 、 午 子孫 

〃 午 妻財世 、 辰 兄弟 〃 寅 火珠林法批斷： 1. 占父母之病以父母爻為用

神。故取伏於本宮震卦父母爻子水為用神。 2. 卦中金鬼獨發，二爻土財忌

神持世，一般都以為是凶象。 3. 我道：此卦吉也。乃看本宮八純震卦子水

父母伏在寅木之下，雖云泄氣，但喜得金鬼之神獨動，又透日辰未土生

之，自然能生父也。但又不宜旁爻土財持世，喜得伏下寅木兄弟剋之，後

果無事。以上摘之《斷易天機》 按此例之占斷，後世稱之絕處逢生，元神

發動幫助用神，又《火珠林》法重在本宮之世下伏神以及動爻之伏神，均

對父母（子水）有利，故終無事。 第二例： 婚姻占 庚寅年、戊寅月、

甲寅旬、癸亥日。男占婚，得〈復〉之〈頤〉。六爻酉子動化官與亥財

合，月日又值財官世應又合，兩家俱肯，婚大吉也。但五爻亥財自刑，婦

性峭刻貌美，面尖微黑，初爻單，則足小也。（摘自《易隱》） 坤宮 子

孫世 〃 酉 妻財 〃 亥 兄弟 〃 丑 官鬼應 〃 卯 父母 〃 巳 兄弟 〃 未 復之

頤 子孫 × 酉–寅（官） 妻財 〃 亥 兄弟應 〃 丑 兄弟 〃 卯 官鬼 〃 巳 妻

財世 〃 未 火珠林法批斷： 1. 火珠林法取〈復卦〉本宮〈坤卦〉五爻的妻

財爻亥水為用神。 2. 卦中世應代表雙方家庭，現世應相合，表示雙方家長

俱同意此婚事。 3. 主卦〈復〉財官相生相合，又是六合卦，上爻子孫發動

化出官鬼寅木，與本宮五爻的用神妻財亥水相生合，且月日又值財官，卦

中財官兩旺，表示男女雙方感情融洽，占婚大吉之象。 4. 用神五爻妻財亥

爻與日神自刑，表示女子性格有偏執而且冷峻刻薄，此美中不足也。 5 用

神亥水與年月日相合又逢日建旺相，長相貌美，皮膚微黑因用神臨亥，水

中藏木。 按此例乃以火珠林法論斷，取本宮為用神兼看主卦動爻合斷，所

綜合的占斷，重點在大原則，占婚姻男女雙方家長均滿意即是好姻緣，其

他的小細節可以不必太過深究，凡事不能太完美，否則天忌良緣。 第三

例：占失物可尋否 戊子年、亥月、壬子日、甲辰旬，得〈蹇〉之〈咸〉。

予曰：可也。 兌宮 父母世 〃 未 兄弟 、 酉 子孫 、 亥 父母應 〃 丑 妻

財 、 卯 官鬼 、 巳 蹇之咸 子孫 〃 子 父母 、 戌 兄弟世 × 申–亥 兄弟 、 

申 官鬼 〃 午 父母應 〃 辰 火珠林法批斷： 1. 火珠林法取本宮〈兌卦〉二

爻妻財（卯木）為用神。 2. 主卦兄弟申爻化子孫亥爻，生本宮妻財卯木又

逢日月俱旺相故可尋。 3. 用神卯木逢旬空，近應出空之日，遠應出空之

月，故於己丑年卯月尋得，又在家宅東方。 此案例乃本人幫學員解卦的親

身經歷，驗証火珠林法有其獨特的地方而且靈驗。 《火珠林》上的占驗本

人得到了一些心得，占斷任何占卜法，首須要熟讀《易》理，因如六十四

卦在《雜卦傳》就有一些暗示語如〈乾〉剛〈坤〉柔（求君父之道於乾

剛，求臣子之道於坤柔）。比樂師憂（比卦歡樂，師卦憂愁）。〈漸〉，

女歸待男行，〈歸妹〉，女之終也。此兩卦均與終身大事有關。又詳三百

八十四爻，如占婚，〈蒙〉九二曰：納婦吉。〈蒙〉六三：勿用取女。爻

神已直接告予吉凶，何勞再做其他探究，所以每一種占卜法當在補先前不

足之處以發明之，從「大衍之數」到「京房八宮卦」到「火珠林」均是在

對《周易》更圓滿做努力，以前民用，火珠林法對後世的影響，尚在不斷

的開發以其更符合當下的需要，如《鬼谷子全書》、邵康節《梅花易

數》、《卜筮正宗》、《野鶴老人、增刪ト易》等等均遵循前人的腳步，



合者留，不合時宜者刪，所以就有《增補卜筮正宗》、《增註第一卜書》

等書的問世，所以《周易》為體，「大衍之數」為用，是精研《易》理的

不二法則，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唯有多識前言往行和實例占驗兩相參

照，期能臻天人合一與《易》奧通為最高理想，則須再探究邵康節之《梅

花易數》更能體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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