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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術數學於九宮之發揮── 

以遁甲、相宅為例 

 

許仲南* 

 

 

摘 要 

本文就經學、術數學角度切入，探討術數之作對於九宮之發揮。九宮之說，

原見於《禮記‧月令》、《大戴禮記‧明堂》等典籍，其中以《易緯乾鑿度》發揮

較多，有「太一行九宮」之說，而後又以九宮配八卦，自成一套系統。術數之作

方面，本文舉以遁甲、相宅為例，分析其中發揮九宮之說情形。遁甲屬於式占一

類，其天、地盤諸說，乃根本於九宮，輔以節氣、時位論以凶吉；而相宅為相法

一類，亦以九宮為基礎，結合八卦陰陽之屬，配合居宅者之命，以應災祥。本文

無意迷信於徵驗，僅期以藉此釐清術數學發揮附會經義之情形，並從中理解術數

諸說之系統學理。 

 

 

 

 

 

 

 

 

 

關鍵詞：八卦、九宮、遁甲、相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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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ation of JiuGong： The case of  

Dun Jia and Geomancy 

Hsu Chung-Na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writings about JiuGong exploration through viewpoints 

of classics learning and methods. JiuGong theory, first appeared in “The Book of Rites”and 

“The Rites.” “The Book of Changes”layouts more details on JiuGong with the eight 

diagrams,the formation of a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JiuGongTu theory 

based on DunJia and Geomancy. Rather than a superstitious views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s through the classics learning and methods point and learn about its system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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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術數學於九宮之發揮── 

以遁甲、相宅為例 

 

許仲南 

 

 

一、前言 

術數一門，源遠流長。《漢書‧藝文志》設列〈術數略〉，天文、曆譜、五行、

蓍龜、雜占、形法各類，皆屬專門，蓋與史卜之職攸關。1《史記》上自〈天官書〉、

〈曆書〉，下及〈日者〉、〈龜策〉列傳，皆涉此學。兩漢以降，各代正史所載天文、

律曆、五行諸志，即於《漢志》〈術數略〉範疇之下。蓋術數一門，上自天文曆算，

下及占筮推命，或多相關。然其內容紛雜，歷代學人亦未必盡通。術數列於子部

之末，或不如經史詩文，亦無益於士子舉業，猶與聖賢之道有別，故潛心精研此

道者，似未多見，至終漸入江湖末技之流，已與其源史卜司職之事漸行漸遠。而

後人又喜以附會眾說，往往自許獨得秘傳，強加牽合，以顯神驗。術數典籍遂於

此越衍越繁，良莠紛雜，令人迷惘。猶如《易》為五經之首，雖本於卜筮，其旨

乃在天道人事之間，習之但求寡過而已。然後人視為趨吉避凶、明驗災祥之器，

《易》遂淪於禍福之徵。是故清儒皮錫瑞言：「說《易》之書最多，可取最少。」

2術數尤喜依附於《易》，併入五行陰陽，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敘》所言：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

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3《易》

學如此，實乃術數推波助瀾所致。 

                                                      
1﹝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術數略》：「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

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

序數術為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3年）冊 2，卷 30，頁 1775。 
2 皮錫瑞：《經學通論‧易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 43。 
3﹝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冊上，卷一，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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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術數一門，雖藉《易》理八卦諸說以傳，其本汲取曆算、陰陽、五行、

干支，甚至旁及經義，亦自有其學理，殆未可一概盡棄。《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

敘》所言： 

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實皆《易》

之支派，傅以雜說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務究造化之源者，

是爲數學。星土雲物，見於經典，流傳妖妄，寖失其眞。然不可謂古無其

說，是爲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雜，不可殫名。史志總概以五行，今參

驗古書，旁稽近法，析而別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

書相書」。併而合之者一，曰「陰陽五行」。4 

術數一門，屢受訾議，而館臣亦僅以占候為主，存其古說。至於其餘別類，則多

為後世所衍，蓋不出「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三類，統之皆屬陰陽五

行。究於此旨，亦與陰陽五行本義不同。如《漢書‧諸子略》所言：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

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5 

陰陽家本旨於敬順昊天、敬授民時，而後卻多「舍人事而任鬼神」，牽涉禁忌，拘

泥小數，漸離本旨。雖此，然術數既已自衍一系，故不可謂此於古無徵。《史記‧

日者列傳》載孝武帝擇日一事，其中已見五行家、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曆

家、天人家、太一家，可知兩漢術數既盛。6而術數一門屢受訾議之處，乃在於其

附會雜說，有亂經違旨之嫌。術數雖非切合經義大旨，然既依附於經說，必亦援

                                                      
4﹝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8，頁 914。 
5﹝漢﹞班固：《漢書‧諸子略》，冊 2，卷 30，頁 1734。 
6﹝漢﹞司馬遷：《史記‧日者列傳》：「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 乎？五行

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

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 五行

者也。」（臺北：鼎文書局，1984年），冊 4，卷 127，頁 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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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發揮，如傳言後世《火珠林》7乃附會《京氏易傳》8說，於八宮、世應、納甲

之外，以錢代蓍，遂為民間賣卜者所用。9故術數憑藉經說之關聯，為後人所須明

辨。本文探討《易緯乾鑿度》「太一行九宮」之說對於術數學之影響，並以遁甲、

相宅為例說明。前者乃屬「式占」，後者是為「相法」，皆附九宮而發揮其說。期

以藉此窺探術數學依經立論之情形。 

二、九宮八卦之說 

九宮之法，可見《禮記‧月令》、《大戴禮記‧明堂》紀載，以《易緯乾鑿度》

發揮較詳，而《黃帝內經》、《子華子》諸典籍亦論及九宮。10後世術數家結合九宮

                                                      
7 《續修四庫總目提要》：「《火珠林》，題麻衣道者撰，按馬氏《文獻通考‧經籍志》載《火

珠林》一卷，宋《藝文志》亦載《六十四卦火珠林》一卷，皆不及撰者。而麻衣據術家

謂，為唐末宋初人，今書中引有《卜筮元龜》，係宋以後之書，故是書當為元明人假名

附益而成者。又麻衣究為何許人，亦不可確悉也。惟其術甚盛行，且淵源較古，頗有可

以資參考者。據《朱子語類》云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乃漢焦贛京房之學。又云以京《易》

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參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總目提

要（稿本）》（山東：齊魯書社，1996年），冊 37，頁 344。 
8 關於《京氏易傳》源流問題，此略作說明。今傳《京氏易傳》，恐為後人依託，而非兩

漢京房原書。如吳承仕《經典釋文敘錄疏證》已辨：「今存陸績注《易傳》三卷，即傳

自宋世者也。尋《隋志》所列卷袟夥頤，多非《漢志》之舊。蓋弟子述師說，或稱本師

以名其家，如《孟氏京房》、《京氏段嘉》即其明比，後世不察，遂以為本師所自作，故

有舊無其目而晚世始出者，一也。術數占驗之書依託尤眾，二也。《隋志》有《晉災異》

一卷，典午之事非京氏所與知，蓋說晉時災異而以京法推之，故署「京房」之名，……

三也。或後師之作，傳之者誤認為京氏書，四也。作者主名舊來即有異說，五也。《隋

志》所錄亡佚來久，其誠固難質言矣。今世傳三卷中，有太卜三易之語，疑亦非京氏本

文。」見吳承仕著、秦青點校：《經典釋文敘錄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32。又，沈廷國〈京氏易傳證偽〉、江弘遠《京房易學源流考》皆認為《京房易傳》非

京房原本。見沈廷國〈京氏易傳證偽〉收於《中國語文研究》（臺灣：臺灣中華書局，

1971 年）頁 7-18；江弘遠《京房易學源流考》（臺中：瑞成書局，2006 年）頁 17-21。 
9 關於《京房易傳》論及八宮、世應、納甲諸說，今人江弘遠《京房易學源流考》對此有

明辨之論。意即以為兩漢京房《易》範疇只限鐘律、卦氣、災異，然後人將兩漢京房《易》

與宋欽宗時所出現之《京房易傳》彼此混淆。故世人以為納甲、世應諸說源自京房，恐

延前誤。故兩漢雖有虞翻納甲、荀爽之世應飛伏諸說，以致影響宋所見《京氏易傳》，

蓋非兩漢京房原本《易》學範疇。參見江弘遠《京房易學源流考》，頁 70-76。 
10 九宮之論，亦散見於其他典籍。如舊題晉人程本所著《子華子》論及九宮，言：「天地

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沖氣之守也。中之所

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蓍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

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覆一，據三而持七。

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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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八卦、五行，遂成其諸說之依據基礎。《後漢書‧張衡傳》載：「臣聞聖人明審

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11可知九宮之

法，為術數家擇吉之參照。 

 九宮之雛形，與明堂有關。《禮記‧月令》載：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鄭注：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仲

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鄭注：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季春之

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鄭注：青陽右个，東堂南偏也。）孟夏之月……

天子居明堂左个。（鄭注：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仲夏之月……天

子居明堂太廟。（鄭注：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季夏之月……天子居

明堂右个。（鄭注：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中央土，其日戊己......

天子居大廟大室。（鄭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

總章左个。（鄭注：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總

章大廟。（鄭注：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

右个。（鄭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

（鄭注：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大廟。（鄭

注：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鄭注：玄

                                                      
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見舊題﹝晉﹞程本著：《子華子》，見《叢書集成初

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冊 602，頁 25-26。而《黃帝內經‧靈樞》卷九〈九

宮八風第七十七〉此篇，亦藉九宮架構發揮。如：「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

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

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

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宫，曰冬至矣。（盧良侯曰：此章

論太一所居之宮。……是以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叶蟄，〈坎〉宮也。

本宮居四十六日。明日四十七日。徙居於「天留」之宮。天留，〈艮〉宮也。居四十六

日，明日徙居「倉門」之宮。倉門，〈震〉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陰洛」之

宮。陰洛，〈巽〉宮也。居四十五日，明日徙居於「天宮」。天宮，〈離〉宮也。居四十

六日，明日徙居於「玄委」之宮。玄委，〈坤〉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倉果」

之宮。倉果，〈兌〉宮也。居四十六日，明日徙居於「新洛」之宮。新洛，〈乾〉宮也。

居四十五日。明日四十六日，復居於「叶蟄」之宮。是明歲之冬至矣。常如是無已，終

而複始。此太乙一歲所居之宮也。）」見﹝清﹞張志聰集注：《黃帝內經》（杭州：浙江

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 447。 
11﹝南朝﹞范曄：《後漢書‧張衡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冊 3，卷 59，頁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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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右个，北堂東偏。）12 

〈月令〉所述十二月天子所居堂室，除「其日戊己」居中央太廟太室之外，其餘

自孟春而季冬，依序居於：青陽左个、青陽太廟、青陽右个、明堂左个、明堂太

廟、明堂右个、總章左个、總章太廟、總章右个、玄堂左个、玄堂太廟、玄堂右

个。（圖見後文）據鄭玄所注，隨季節各月所居方位雖異，而終不出於此九宮。《大

戴禮記‧明堂》亦言：「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明

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13此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各宮配以數，

與《易緯乾鑿度》「太一行九宮」順序有關。（詳後文）又或謂與五行生數、成數

有關，如宋儒所言《洛書》「戴九履一」圖等，故宋儒圖書《易》學，以數為本，

變造古說，殆亦屬後世之發揮。 

 〈月令〉、〈明堂〉已見九宮相配季節、數字，而各方位再配以八卦，如〈說

卦〉所言：「〈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

相見南方之卦也。……〈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

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14至此九宮配以明堂、節令、

數字、八卦，已漸成一套系統。 

 

 

青 

陽 

右

个 

明堂左个 明堂太廟 明堂右个 總

章

左

个 

 

四 

巽 

 

九 

離 

 

二 

坤 

青

陽 

太

 

三 

震 

大廟大室 

 

五 

 

七 

兌 

總

章

太

                                                      
12﹝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見《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

館，1983年），卷 5，頁 3-18。 
13 黃懷信編：《大戴禮記彙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冊下，卷 67，頁 920。 
14﹝魏﹞王弼注，﹝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見《十三經注疏》，

卷 9，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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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  廟 

青

陽

左 

个 

 

八 

艮 

 

一 

坎 

 

六 

乾 

總

章

右

个 玄堂右个 玄堂太廟 玄堂左个 

 

九宮之法，又如《易緯乾鑿度》所言：「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

十五」15此論以九宮配八卦，發揮較多，有「太一行九宮」之論，論曰： 

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

太乙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

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

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

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

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

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

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

乙、天乙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 

數自太乙行之，〈坎〉為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

為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

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為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

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

所愛，以為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為施，此數者，合十五言有法也。16 

鄭注所謂北辰之神所居者曰「太乙」，亦如《史記‧天官書》記載：「中官太極星，

                                                      
15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見嚴靈峰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年），冊 157，卷下，頁 3。 
16 鄭玄注：《易緯乾鑿度》，見嚴靈峰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冊 157，卷下，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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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清儒蔣湘南（1795-1854）〈太歲釋義〉、〈太一釋義〉17論

此較詳，以為北斗之神為太一（即太乙），「推步家因以候歲星之法候太一，遂取

太一、歲星合而名之曰太歲。」18而鄭注所謂「太一行九宮」之論，乃太乙下行八

卦各宮，始於〈坎〉宮，終於〈離〉宮，途經於中央之宮。依序為：〈坎〉宮、〈坤〉

宮、〈震〉宮、〈巽〉宮、中央之宮、〈乾〉宮、〈兌〉宮、〈艮〉宮、〈離〉宮。其

「以陰入」、「陰起於午」，故始於〈坎〉宮。「以陽出」、「陽起於子」，故終於〈離〉

宮。此外，鄭注亦據乾坤六子說而論，蓋〈坎〉中男、〈離〉中女為「陰陽男女之

偶」乃為終始；繼而〈坤〉母，象徵養子之勤；後以〈震〉長男、〈巽〉長女，乃

因〈坤〉母為異性，故續此〈震〉、〈巽〉為「敬為生者」；至此，返中宮而息復之；

再繼以〈乾〉父，〈乾〉父置此乃教子之義，相較於〈坤〉母養子，輕重勞逸不同；

後又繼以〈兌〉、〈艮〉，有父慈子孝，老順心愛之意，故以長育序而施之。鄭注所

論「太一行九宮」，雖以乾坤六子之說立論，不無牽強之嫌，然如此「始〈坎〉終

〈離〉」、「途經中宮」順序，頗合《大戴禮記‧明堂》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

此九宮之論，遂成定法。 

 後世多據九宮之法發揮，如宋儒所謂《洛書》之「戴九履一」圖，即藉此發

揮，衍為圖書《易》學諸說，清儒胡渭《易圖明辨》辨此尤甚。又如《後漢書‧

張衡傳》紀載：「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

本盡於此」19此所謂九宮，乃輔以定於吉凶，而此下李賢注即引《易緯乾鑿度》「太

一行九宮」之論，可知九宮之法已用於擇吉辨方，為術數家所發揮。術數家發揮

九宮情形，又如遁甲之法，乃於九宮、八卦配以五行、九星。如《五行大義》載： 

遁甲九神者，天逢（蓬）在〈坎〉，一名子經，木神在斗，居破軍星。天

内在〈坤〉，一名子成，水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衝在〈震〉，一名子翹，

金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輔在〈巽〉，一名子文，土神在斗，居武曲星。

天禽在〈坤〉，一名子公，火神在斗，居廉貞星。天心在〈乾〉，一名子

襄，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兌〉，一名子違，水神在斗，居祿存

                                                      
17 參見﹝清﹞蔣湘南：《七經樓文鈔》，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冊 1539，卷 4，頁 10-11。 
18﹝清﹞蔣湘南：《七經樓文鈔》，見《續修四庫全書》，冊 1539，卷 4，頁 10。 
19﹝南朝﹞范曄：《後漢書‧張衡傳》，冊 3，卷 59，頁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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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天任在〈艮〉，一名子金，金神在斗，居巨門星。天英在〈離〉，一

名子殺，土神在斗，居貪狼星。20 

遁甲之法所謂九星為：天蓬、天芮、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

英，配此於九宮八卦，各具五行屬性，而自成另一系統。清儒俞正燮（1775-1840）

〈九宮應九星考〉亦論九宮、遁甲九星之關聯，且又以北斗九星（指：天樞、天

璇、天璣、天權、天衡、開陽、瑤光、斗第八星、斗第九星）配以九州，可知九

宮與九星之彼此關聯。21 

九宮之法，自《大戴禮記‧明堂》、《禮記‧月令》所論，又由《易緯乾鑿度》

加以發揮，結合〈說卦〉傳，而成九宮八卦之系統。宋儒以此為《洛書》，發揮圖

書《易》學，術數家則結合九星、五行，以判斷吉凶，皆各有發揮，而其本乃出

自《禮》、《易》二經，亦附經說而來。 

三、遁甲於九宮之發揮 

遁甲屬於式占之一，為術數之法，與筮卦、龜卜情形不同。《周禮‧大史》載：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注：「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

吉凶。史官主知天道。」22又，《史記‧日者列傳》謂「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23此謂

「抱式」、「旋式正棋」，應與「式占」有關。式為式盤，乃式占之用具，而後世術

數家所言天盤、地盤，亦本源於此。 

古所謂「三式」，即三種式占之法。《唐六典》載：「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

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乙式，並禁私家畜。三曰六壬式，士庶通用之。」24此所謂雷

公式為遁甲，與太乙、六壬合稱三式。而其中修習六壬不受禁止，士庶通用，流

通較廣。古之三式，亦如《四庫全書總目‧六壬大全提要》所言：「六壬與遁甲太

                                                      
20﹝隋﹞蕭吉：《五行大義‧第二十論諸神》（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7年）卷 5，頁 92。 
21﹝清﹞俞正燮：《癸巳類稿》（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卷 10，頁 383。 
22﹝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見《十三經注疏》，卷 26，頁 15。 
23﹝漢﹞司馬遷：《史記‧日者列傳》，冊 4，卷 127，頁 3218。 
24﹝唐﹞張九齡等撰：《唐六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卷 14，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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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世謂之三式。」25三式之中，又以遁甲、六壬較廣為人知，《四庫全書總目‧

遁甲演義提要》論此：「（宋）仁宗時嘗命修《景祐樂髓新經》，……參以六壬遁甲。

又令司天正楊維德撰《遁甲玉函符應經》，親為製序。故當時壬遁之學最盛，談數

者至今多援引之。」26可知因仁宗皇帝提倡，「壬遁之學」，於北宋興盛一時，遁甲、

六壬至清代仍具影響，而太乙則逐漸式微。清儒俞樾（1821-1907）《游藝錄》乃

術數性質之筆記，其中僅錄六壬、遁甲而無太乙，可知太乙之術，流傳不多，尚

不多見。 

遁甲之始，傳說始於黃帝、蚩尤涿鹿之戰，此乃無稽之談，自不足信。而《後

漢書‧方術傳》載：「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

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李賢下注言：「遁甲，推

六甲之陰而隱甲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27《漢書‧藝文志》亦著錄《風

鼓六甲》二十四卷，此書今佚，然題名「六甲」，似與遁甲之法有關，可知漢時已

見此法。 

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其術數類著作正收部分，以遁甲為題名者，僅

《遁甲演義》一部。四庫館臣所撰〈遁甲演義提要〉，其中論述遁甲之源流頗為精

詳。如下文所載： 

神其說者，以爲出自黃帝風后及九天元（玄）女，皆依託固不待辨。……

考《漢志》所列，惟《風后六甲》、《風后孤虛》而已，於奇遁尚無明文。

至梁簡文帝樂府，始有「三門應遁甲」語。《陳書‧武帝紀》，遁甲之名

遂見於史。則其學殆盛於南北朝。《隋志》載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

芳《遁甲經》、葛秘《三元遁甲圖》等十三家，其遺文世不概見。唐李靖

有《遁甲萬一訣》、胡乾有《遁甲經》，俱見於史志。至宋而傳其說者愈

多，仁宗時嘗命修《景祐樂髓新經》，述七宗二變，合古今之樂，參以六

壬遁甲。又令司天正楊維德撰《遁甲玉函符應經》，親爲製序，故當時「壬

遁之學」最盛，談數者至今多援引之。自好奇者援以談兵，遂有靖康時郭

京之輩，以妖妄誤國。後人又攙雜以道家符籙之法，益怪誕不可究詰。於

                                                      
25﹝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8，頁 924。  
26﹝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8，頁 924。 
27﹝南朝﹞范曄：《後漢書‧方術傳》，冊 4，卷 82上，頁 2703-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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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學幾廢。28 

館臣所論遁甲之興廢源流，如《漢書‧藝文志》著錄《風后六甲》，恐與遁甲有關，

然至此尚未明言遁甲之名。至梁簡文帝時見「三門應遁甲」之語，「三門」應指後

世術數家所謂「三奇門」（即乙丙丁）。至《陳書》、《隋書‧經籍志》所見，遁甲

之名已列史志。至唐而宋，因皇帝推廣，仁宗嘗敕命楊維德修定此著，又親自為

序，壬、遁之學遂以興盛。然而北宋末靖康之難，郭京妄言遁甲，遂生誤國之禍，

而此後又雜參道教符籙，遂淪於怪誕迷信，遁甲至此一蹶不振，此學漸廢。 

 漢代以後，遁甲著作日漸累積，其說愈繁。明代程道生《遁甲演義》乃唯一

入收《四庫》正收者，館臣稱其「於用奇置閏之要，頗為詳具」29遁甲之法雖日漸

繁複，而其說不離「九宮八門」、「三奇六儀」、「陽遁陰遁」、「超神接氣置閏」，乃

據九宮、八卦、干支、節氣、曆法發揮而成。黃宗羲《周易象數論》稱：「《遁甲》、

《太一》、《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祥人事，而《甲》尤注意於

兵。」30亦見其要。 

以下藉程道生《遁甲演義》、黃宗羲《周易意象論》、俞樾《游藝錄》，敘述其

中遁甲發揮九宮之法，至於占驗人事、道教符籙部分，為避免迷信，故此且不論。

31又，遁甲之法甚繁，有年家奇門、月家奇門、日家奇門、時家奇門，諸說略有不

同，後文所論皆以時家奇門為準，以免繁瑣。 

 遁甲之法，首先為佈地盤，乃據八卦、九宮、節氣，而置以六儀三奇。其法

如下所言： 

遁甲之式，先列八卦之方位，乃安九宮，乃分八門，乃列九星，乃以六儀、

三奇，視冬夏陰陽而順逆布之為「地盤」。其布之法，冬至起〈坎〉一宮，

〈坎〉、〈艮〉、〈震〉、〈巽〉四卦統十有二氣，順行為陽遁，順布六

                                                      
28﹝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9，頁 924。 
29﹝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9，頁 924。 
30﹝清﹞黃宗羲：《周易象數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卷 6，頁 296。 
31 《正統道藏》所見《黃帝太一八門入式訣》上中下同卷、《黃帝太一八門入式秘訣》一

卷、《黃帝太一八門逆順生死訣》一卷，似與奇門遁甲相關。此類著作雖亦提及八門之

法，然其中更多涉及占驗、符籙。為免論文失焦，故本文僅存之備參，不另立論。見

《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冊 18，頁 16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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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逆飛三奇。夏至起〈離〉九宮，〈離〉、〈坤〉、〈兌〉、〈乾〉四

卦統十有二氣，逆行為陰遁，逆布六儀，順飛三奇。（《游藝錄》）32 

先觀二至，以分順逆。冬至後為陽遁，順布六儀，逆布三奇；夏至後為陰

遁，逆布六儀，順布三奇。……順布者，自一宮而至九宮；逆布者，自九

宮而至一宮。三奇順逆，即布於六甲之後。（《周易象數論》）33 

先須掌上排九宮，縱橫十五在其中。次將八卦論八節，一氣統三為正宗。

陰陽二遁分順逆，一氣三元人莫測。（《遁甲演義‧煙波釣叟賦》）34 

遁甲所佈地盤，以九宮八卦為基礎（見前文），依冬至、夏至節氣之不同，而順逆

置以三奇六儀。所謂「三奇六儀」，六儀者，為戊己庚辛壬癸。乃因甲子遁於戊、

甲戌遁於己、甲申遁於庚、甲午遁於辛、甲辰遁於壬、甲寅遁於癸，故此六干稱

為六儀，而甲皆遁於此其中，故稱「遁甲」。三奇者，為乙丙丁。而因以六儀、三

奇為地盤要素，故又名「奇門遁甲」。其次，若其時若於冬至之後，則陽遁佈之，

象以陽漸增生；若於夏至之後，則陰遁佈之，象以陰漸增生。復次，根據「太一

行九宮」之順序順逆佈之。若陽遁，則順布六儀而逆布三奇。如陰遁，則順布三

奇，逆布六儀。於是，就「六儀」而言，陽遁始於〈坎〉一，陰遁始於〈離〉九。

如冬至上元甲子為「陽遁一局」，佈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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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年），冊 8，

卷 2，頁 1。 
33﹝清﹞黃宗羲：《周易象數論》，卷 6，頁 296。 
34﹝明﹞程道生：《遁甲演義》，見李零編：《中國方術概觀：式法卷》（北京：人民中國出

版社，1993年），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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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夏至上元甲子為「陰遁一局」，佈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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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遁、陰遁之固定順序以外，地盤又須根據當下節氣，而以不同宮位為起始，是

故變化多端，有陽遁九局、陰遁九局之說。如下文： 

乃以甲己二干為符頭，值子、午、卯、酉為上元；值寅申巳亥為中元；值

辰戌丑未為下元。甲子日起上元，越五日，己巳起中元，又越五日，甲戌

起下元，又越五日，己卯復起上元。如上元起〈坎〉一宮，歷〈坤〉二、

〈震〉三、〈巽〉四、中五、〈乾〉六，而甲子一周，則於〈兌〉七宮起

中元，歷〈艮〉八、〈離〉九、〈坎〉一、〈坤〉二、〈震〉三，而甲子

一周，則於〈巽〉四宮起下元。（《游藝錄》）35 

次觀節氣，以定三元。三元者，上中下三局也。以甲、己二將為符頭。符

頭所臨之支值子午卯酉為上元，值寅申巳亥為中元，值辰戌丑未為下元。

五日一換，符頭半月一換而三局周。如冬至一七四甲子為符頭，至戊辰五

日，皆從〈坎〉一宮起為上元；己巳為符頭，至癸酉五日，皆從〈坎〉七

宮起為中元；甲戌為符頭，至戊寅五日，皆從〈巽〉四起為下元。（《周

易象數論》）36 

                                                      
35﹝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2，頁 7。 
36﹝清﹞黃宗羲：《周易象數論》，卷 6，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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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家奇門而言，一元為五日，共六十時辰。而一節氣分為上、中、下三元，一

元為五日，故一節氣共十五日。引文所謂「甲、己為符頭」，乃無論如何甲、己二

干皆恰為各元之首，即此五日之首。而甲己二干所配地支，若逢子午卯酉，則為

上元（如甲子、己卯、甲午、己酉）。若逢寅申巳亥，則為中元（如己己、甲申、

己亥、甲寅）。若逢辰戌丑未，則為下元（如甲戌、己丑、甲辰、己未）。其次，

此節氣、上中下三元，乃決定地盤佈法起始於何宮。所謂「冬至一七四甲子為符

頭」，意謂上元起於〈坎〉一宮，中元起於〈兌〉七宮，下元起於〈巽〉四宮。 

何以上中下元為一七四？以甲子為符頭說明，若時家奇門以甲子為始時，歷

六十時（即經五日）入於中元，即自〈坎〉一宮依序順數六十位，至第六十一位

即〈兌〉七宮，此為中元〈兌〉七宮。而後再歷六十時入於下元，即自〈兌〉七

宮依序順數六十位，至六十一位即〈巽〉四宮，故為「冬至甲子一七四」。 

至於夏至亦如此類，其不同處，惟須自〈離〉九宮逆數，以甲子為符頭說明，

若以甲子為始時，歷六十時入於中元，即自〈離〉九宮依序逆數六十位，至第六

十一位即〈震〉三宮。而後又歷六十時再於下元，即自〈震〉三宮依序逆數六十

位，至第六十一位即〈乾〉六宮。故夏至上元為〈離〉九，中元〈震〉三，下元

〈乾〉六，即「夏至甲子九三六」。依節氣三元，而決定起始之宮，再據陽遁、陰

遁而順逆佈之六儀三奇，即為地盤。 

 遁甲所言節氣，並非日常用曆（下簡稱常曆）所言節氣。遁甲自成曆算系統，

節氣判斷亦須以遁甲曆為標準。是故遁甲曆、常曆彼此有所落差，而有「超神」、

「接氣」、「置閏」之說。如下文： 

歌曰：接氣超神為準的。超者，超過也。神者，日辰也。接者，承接也。

氣者，諸節也。節未到而日辰符頭先到，則以符頭為主。而超用未來之節

氣，此之謂超。又，有節已到而日辰符頭未到，則以後日辰符頭為主，而

待日辰至，方承接之。……超局越過九日，或十日，或十一日，又當置閏。……

置閏定在芒種、大雪之後。設遇小滿、小雪二氣之交，雖超九日十日，不

可置閏。蓋奇以冬夏至，陽極陰終，置閏者，以畢各節氣積於之氣也。（《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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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演義‧超神接氣置閏訣》）37 

超神者，謂節氣未到，而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四上元之符頭先到，如

正月初一日立春，而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是甲子，即以此二十五日甲子

作立春上元，正月初一為中元，初六為下元。（《游藝錄》）38 

接氣者，謂甲子、己卯、甲午、己酉四上元之符頭未到，而節氣先到，如

正月初一立春，而初五日方是甲子，則初一至初四仍行大寒下元，至初五

日方行立春上元。（《游藝錄》）39 

置閏之法惟施之芒種、大雪二節之後，冬至、夏至二至之前。遇超神至九

日、十日、十一日則置閏局。如壬申日夏至，溯甲子上元已超九日矣，乃

於芒種節置閏，蓋二十三日前己酉即為芒種上元，甲寅中元，己未下元，

至癸亥則芒種三局足矣。自甲子至壬申為期太遠，故甲子日不作夏至上元，

而為芒種閏局上元，己巳為芒種閏局中元，甲戌為芒種閏局下元，至己卯

始為夏至上元。（《游藝錄》）40 

因遁甲曆、常曆之落差，故有「超神」、「接氣」之情形。「超神」意謂若遇遁甲曆

之節氣已先到，而常曆之節氣尚未到，此時以遁甲曆之節氣為準。如正月初一為

常曆之立春，然遁甲曆於十二月廿五日已為甲子。如此情形當以遁甲曆為準，是

故立春上元為十二月廿五日，中元為正月初一，下元為正月初六。 

「接氣」意謂若遇遁甲曆之節氣尚未到，而常曆之節氣已先到，此時仍以遁

甲曆之節氣為準。如正月初一為常曆之立春，然遁甲曆須待至正月初五才為甲子

上元。如此情形當以遁甲曆為準，是故至正月初五才為甲子上元，此前正越初一

至初四，仍為前一個節氣之下元（大寒下元）。 

「置閏之法」，乃因「超神」造成遁甲曆、常曆彼此累積差距，而於累積至為

                                                      
37﹝明﹞程道生：《遁甲演義》，見李零編：《中國方術概觀：式法卷》，頁 353。 
38﹝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2，頁 9。 
39﹝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2，頁 9。 
40﹝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2，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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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十日、十一日，則須「置閏」以彌補此差距，而「置閏」須置於芒種、大

雪之後，即上下半年各最末。說明見下表：  

 

 

序 號

日 

1 6 11 16 21 24 26 31 

干 支

日 

已酉 甲寅 己未 甲子 己巳 壬申 甲戌 己卯 

遁 甲

局 

芒種 

上元 

芒種 

中元 

芒種 

下元 

芒 種

閏 上

元 

芒 種

閏 

中元 

(常曆 

夏至) 

芒種閏

下元 

夏至

上元 

 

遁甲曆己酉為芒種上元(序號 1)，越五日為甲寅芒種中元(序號 6)，再越五日為己

未芒種下元(序號 11)。然而己未芒種下元以後，須待至壬申日(序號 24)，方符合

常曆之夏至日，而且己未芒種下元以後，下一符頭乃甲子日(序號 16)，距離壬申

日大於九日。如此超神，已大於九日，故須置閏以彌補落差，維持遁甲曆與常曆

之配合運作。以常曆壬申日夏至，上推至甲子日(芒種下元之後第一個符頭)，以此

為「芒種閏上元」，而越五日為己巳「芒種閏中元」(序號 21)再越五日為甲戌「芒

種閏下元」(序號 26)，而後至己卯(序號 31)方為遁甲曆「夏至上元」。 

 遁甲之地盤，據九宮、節氣等要素安排妥善以後，須再安置八門、九星，作

為直使、直符。所謂九星為：〈坎〉配天蓬，〈坤〉配天芮，〈震〉配天衝，〈巽〉

配天輔，中五宮配天禽，〈乾〉配天心，〈兌〉配天柱，〈艮〉沛天任，〈離〉配天

英。而所謂八門，依序九宮順序為：〈坎〉配休門，〈坤〉配死門，〈震〉配傷門，

〈巽〉配杜門，中五宮寄〈坤〉配死門，〈乾〉配開門，〈兌〉配驚門，〈艮〉配生

門，〈離〉配景門。 

 直符、直使乃由占時辰干支而推演，以成天盤，如下文： 

乃就所用之時，求其干。以其旬首之六甲，觀其所在之宮，以其星為直符，

以其門為直使。乃加直符於時干，加直使於時支，而為「天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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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錄》）41 

認取九宮分九星，八門又逐九星行。九星逢甲為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

符上之門為直使，十時一位堪憑據。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逆順遁宮去。

（《遁甲演義‧煙波釣叟賦》）42 

古有「日上起時法」（又稱〈五鼠遁〉），可知該日起始時辰干支為何，以推至所處

當下之時辰干支。「時家奇門」之法，以時辰干支為要，即占卜之當下時辰干支為

何，即以此推其直符、直使。所謂直符乃據時干排定，而列以九星。所謂直使乃

依時支排定，依序推算，順逆佈以八門。 

以例說明，如冬至下元、乙亥時用占。冬至下元局，用陽遁四局，佈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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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占時乙亥，乙亥之旬首為甲戌，甲戌又遁於己，己為中五宮。因地盤中五

宮配天禽、死門，故可知此地盤直符為天禽，直使為死門。 

而直符天禽、直使死門於又該置於何宮，成為天盤，乃根據用占時辰干支而

定。即如《游藝錄》所謂「乃加直符於時干，加直使於時支」，《遁甲演義》所謂

「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逆順遁宮去」。此為乙亥時用占，故直符置於時干之宮，

即乙宮(〈震〉宮)。直使為死門，死門本於地盤配以中五宮，然於天盤須以時支順

序推算，陽遁為順數，陰遁為逆數。乙亥時用占，時支為亥，陽遁局，亥為第十

二支，故順數十一位。自中五宮順數十一位，乃至〈乾〉六宮(庚宮)，此即天盤直

                                                      
41﹝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2，頁 10-11。 
42﹝明﹞程道生：《遁甲演義》，見李零編：《中國方術概觀：式法卷》，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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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死門之所在。而得一宮可推其他九宮，故各宮之九星、八門皆有著落。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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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為遁甲天盤、地盤之佈置，即以九宮為基礎，結合八卦、節氣、曆法、

九星、八門而成，其他如配以八神（青龍、騰蛇、太陰、六合、句陳、朱雀、九

地、九天）、占時干支陰陽、八門所應節氣等生剋關係，甚至再以直符、直使衍為

六十四卦，諸如此類，皆與占斷吉凶、決策時機先後有關。遁甲為古之三式，屬

於式占，故有占斷預測之功用，然此與本文主旨關聯較小，故於此不再加申論。 

四、相宅於九宮之發揮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序》稱：「今參驗古書，旁稽近法，析而別之者三：

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書相書。」43相宅相墓之法，為術數之一大宗。術數家

以為宅、墓，足以影響命運之發展，後世亦稱之堪輿、風水。《漢書‧藝文志》〈數

術略〉已見此相關著作，然分類頗不一致。如其中所見《堪輿金匱》十四卷，置

於五行類，而《宮宅地形》置於形法類。而其所言：「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

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44可知

漢時已有命運貴賤、地形宮宅相應之觀念。而相宅之觀念，又似早於相墓。如《四

庫全書總目‧葬書提要》言及：「《漢書‧藝文志》形法家，始以宮宅地形與相人

                                                      
43﹝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8，頁 914。 
44﹝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冊 2，卷 30，頁 1768、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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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物之書並列。則其術自漢始萌，然尚未專言葬法也。」45又如《四庫全書總目‧

宅經提要》：「案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則相宅之書。較相墓為古。」

46 

 《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分其「相宅、相墓之屬」，所論可并參之。如下： 

相宅相墓，自稱堪輿家，考《漢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列於五行。

顏師古註引許愼曰：「堪天道，輿地道。」其文不甚明。而《史記‧日者

列傳》有「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否，堪輿家言不可」之文。《隋

志》則作堪餘，亦皆日辰之書。則堪輿，占家也，又自稱曰形家。考《漢

志》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列於形法，其名稍近。然形法所列，兼相人

相物，則非相宅、相地之專名，亦屬假借。今題曰相宅、相墓，用《隋志》

之文，從其質也。47 

《史記‧日者列傳》紀載漢武帝問占，其中已見有堪輿家，或因所占關乎日辰，

故《漢書‧藝文志》列此於「五行類」。《隋書‧經籍志》稱之堪餘，又稱形家。

而《漢書‧藝文志》「形法類」有其相宅著作，蓋所謂「形法」兼相人、相物，不

限於相宅相地，乃為統稱。四庫館臣以為稱之相宅、相墓，較符合其質。 

 相宅之法，雖其說繁複，其中亦有附《易》發揮之論。如《四庫全書總目‧

宅經提要》言： 

其法分二十四路，考尋休咎。以八卦之位向，〈乾〉、〈坎〉、〈艮〉、

〈震〉及辰爲陽，〈巽〉、〈離〉、〈坤〉、〈兌〉及戌爲陰。陽以亥爲

首，巳爲尾。陰以巳爲首，亥爲尾。而主於陰陽相得。48 

所謂「二十四路」，即二十四山，乃將方位分為二十四向，每方位值十五度，共為：

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

                                                      
45﹝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9，頁 921。 
46﹝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9，頁 921。 
47﹝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9，頁 923。 
48﹝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冊上，卷 109，頁 921。 

150



論術數學於九宮之發揮──以遁甲、相宅為例 21

亥、壬、子、癸、丑、〈艮〉、寅，乃結合干支、八卦而成，後再參以後天八卦方

位，形成另一套系統。〈乾〉、〈坎〉、〈艮〉、〈震〉四卦及辰屬陽，〈巽〉、〈離〉、〈坤〉、

〈兌〉四卦及戌屬陰，各為首尾（陽以亥首巳尾。陰以巳首亥尾），而陰陽相得。

下文僅探討相宅之法與九宮相關者，至於其他相宅理論，為避免繁瑣，此且不作

深究。 

本文以《游藝錄》所記相宅之法為主，參以《八宅明鏡》所論，說明其運用

九宮之法情形。關於《八宅明鏡》一書，《八千卷樓書目》曾著錄「《八宅明鏡》

二卷，唐楊松撰，陰陽五要奇書本」，而據《續修四庫總目提要（稿本）》：「《八宅

明鏡》，清顧吾廬撰，吾廬別號胥江釣叟，故知其為蘇人，餘事不詳。是書自謂乾

隆己酉仲冬得之於箬冠道人。法以〈乾〉、〈坎〉、〈艮〉、〈震〉、〈巽〉、〈離〉、〈坤〉、

〈兌〉分為八宅，而以人之生年東西八命分系之，命與宅合則吉，否則兇。」49由

此可略窺此書背景。又此書序稱「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戊，仲春花朝胥江釣叟

顧吾廬序」50知此書乃經清人之手。 

相宅之法，以九宮八卦為基礎，如《游藝錄》記載： 

凡相宅，先定八卦之方位。〈坎〉水正北，〈坤〉土西南，〈震〉木正東，

〈巽〉木東南，〈乾〉金西北，〈兌〉金正西，〈艮〉土東北，〈離〉火

正南。乃以「太一行九宮」之法定其數，一〈坎〉宮，二〈坤〉宮，三〈震〉

宮，四〈巽〉宮，五寄〈坤〉、〈艮〉宮，六〈乾〉宮，七〈兌〉宮，八

〈艮〉宮，九〈離〉宮。51 

相宅之法，所據九宮八卦，幾乎同於前文所述遁甲之法，乃以「太一行九宮」之

法，配以後天八卦方位及數字。其中惟五宮無以配八卦，而須寄〈坤〉或〈艮〉

宮，依男女之命不同，如男於五宮則寄〈坤〉，女則寄〈艮〉。 

相宅之法又有「東西四宮」、「東西四命」之說，此說最能發揮九宮之法，同

                                                      
49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總目提要（稿本）》（山東：齊魯書社，1996 年），

冊 34，頁 605。《八宅明鏡》一書，對後世相宅之學影響深遠，其中相宅另有體系理論，

然因本文聚焦論於九宮應用，故對於相宅諸說，乃至堪輿之法，俟他日另以專文論之。 
50﹝清﹞顧吾廬：《八宅明鏡》，見劉永明編：《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堪輿集成》（合

肥：黃山書社 1995年），第 6集，冊 9，卷首，頁 2。 
51﹝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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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亦為相宅理論核心，蓋命、宅相配為吉，相剋為兇。如《游藝錄》、《八宅明鏡》

所論： 

東宮四，西宮四。〈坎〉、〈離〉、〈震〉、〈巽〉為東四宮；〈乾〉、

〈坤〉、〈艮〉、〈兌〉為西四宮。乃以人生年所值干支，視上元、中元、

下元而定男女之命宮。男始一，女始五。男五寄〈坤〉，女五寄〈艮〉。

年命與居宅各有所宜，東命宜東宅，西命宜西宅。如命宮屬〈坎〉一、〈震〉

三、〈巽〉四、〈離〉九者，宜居東四宮之宅。命宮屬〈坤〉二、〈乾〉

六、〈兌〉七、〈艮〉八者，宜居西四宮之宅。（《游藝錄》）52 

人之生命不同，宅之宜忌各異，故祖孫或盛或衰，父子或興或廢，夫妻而

前後災祥不同，兄弟而孟何休咎迥別。或居此而多坎坷，或遷彼而得安康，

實皆命之合與不合。……〈坎〉、〈離〉、〈震〉、〈巽〉為東四宅，而

男女命以三元起例，弔至此四宮者為東命。〈乾〉、〈坤〉、〈艮〉、〈兌〉

為西四宅，而男女命以三元起例，弔至此四宮者為西四命。男之上元甲子

起〈坎〉，中元甲子起〈巽〉，下元甲子起〈兌〉。自〈坎〉轉〈離〉，

轉〈艮〉，轉〈兌〉，轉〈乾〉，轉中，轉〈巽〉，轉〈震〉，轉〈坤〉，

而逆行得中宮則寄〈坤〉。女之上元甲子起中宮，中元起〈坤〉，下元起

〈艮〉。自中至〈乾〉，至〈兌〉，至〈艮〉，至〈離〉，至〈坎〉，至

〈坤〉，至〈震〉，至〈巽〉，而順行得中宮寄〈艮〉。（《八宅明鏡》）

53 

〈坎〉、〈離〉、〈震〉、〈巽〉以少陰、少陽之所生，而為東四宮，屋宅為此四宮者

為東四宅，生年起至此四宮者為東四命。〈乾〉、〈坤〉、〈艮〉、〈兌〉以老陰、老陽

之所生，而為西四宮，屋宅為此四宮者為西四宅，生年起至此四宮者為西四命。

其東西命、東西宅須相配，東命者宜居東宅，西命者宜居西宅。如下圖： 

 

                                                      
52﹝清﹞俞樾：《游藝錄》，見《春在堂全書》，冊 8，卷 6，頁 3。 
53﹝清﹞顧吾廬：《八宅明鏡》，見劉永明編：《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堪輿集成》，第

6集，冊 9，卷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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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巽 

西 

9 離 

東 

2 坤 

西 

3 震 

東 

5 中 

 

7 兌 

西 

8 艮 

東 

1 坎 

東 

6 乾 

西 

 

至於該年命屬於何宮，則須視生年所值三元而定。此三元之說如同遁甲之法，惟

此以六十年為一元，上中下三元共一百八十年。男命起於〈坎〉，女命起於中五。

如男命上元甲子為〈坎〉一宮，經六十年為中元甲子，則八卦宮位順數（如陽遁），

順數至六十位，乃至〈巽〉四宮。再經六十年為下元甲子，則再順數六十位，為

〈兌〉七宮。而若女命上元甲子為中五宮，經六十年為中元甲子，則八卦宮位逆

數（如陰遁），逆數至六十位，乃至〈坤〉二宮。再經六十年為下元甲子，則再逆

數六十位，為〈艮〉八宮。以此可推得年命該元（該元期間之六十年）屬於何宮，

而歸類於東西四命。 

若其命非甲子年生，而為該元他年所生，則先以甲子年起宮，再依干支順序

順逆推算，以求得屬於何宮。如《八宅明鏡》所舉之例： 

 

天啟四年，甲子係屬下元，男起〈兌〉宮，為〈兌〉命。逆行，乙丑生屬

於〈乾〉命，丙寅屬中寄〈坤〉是〈坤〉命，丁卯〈巽〉，戊辰〈震〉，

己巳〈坤〉，庚午〈坎〉，辛未〈離〉，壬申〈艮〉，癸酉又屬〈兌〉，

以九宮逆行六十年。女命即順輪九宮。54 

明天啟四年（1624）甲子，其時為下元。若此六十年（下元）之間，男命為甲子

年生者，乃由上元起〈坎〉一排序六十位至中元〈巽〉四宮，再排序六十位為下

元為〈兌〉七宮，故為〈兌〉命。然而，若男命於此下元之期間，非甲子年生，

                                                      
54 ﹝清﹞顧吾廬：《八宅明鏡》，見劉永明編：《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堪輿集成》，

第 6集，冊 9，卷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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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須「逆數」。如男命乙丑年生，則皆逆數落差一位，乃由上元起〈離〉九（即〈坎〉

一逆數落差一位），排序至六十位為中元〈震〉三宮，再排序六十位至下元〈乾〉

六宮，故為〈乾〉命。相較乙丑年與甲子年，男命甲子三元為〈坎〉一、〈巽〉四、

〈兌〉七，而乙丑年皆與此差逆一位，三元為〈離〉九、〈震〉三、〈乾〉六。以

此類推，可知該元各年宮命為何。此外，女命與男命不同，則須「順數」。故女命

甲子三元為中五、〈坤〉二、〈艮〉八，而乙丑年皆與此差順一位，三元為〈乾〉

六、〈震〉三、〈離〉九。 

相宅所定此東西之四命四宅，即以九宮推算，其法與遁甲相似。惟若男女命

若至中五宮，則須寄宮。男五寄〈坤〉，女五寄〈艮〉，以此配合八卦對應。而相

宅之說又藉以東西命而發揮，如東命者，宜居東宅，宜同東命者婚。西命者，宜

居西宅，宜同西命者婚。各宮彼此有其生剋關係，以此推測吉凶。此外，如宅位

不可改位，亦有改門、改床諸說，此為後世術數家另以發揮，以配合占斷之需求。

總之，相宅之法由男女命而順逆求宮，遁甲之法由陰陽遁而順逆佈盤，彼此皆以

九宮八卦為基礎，而又各自發展其說，可見九宮之法於術數之重要。 

五、結論 

 九宮之法，《大戴禮記‧明堂》、《禮記‧月令》載之，象徵天子各月居各室以

持政，故謂九宮。《易緯乾鑿度》則配以《易》說，又結合星宿，故有「太一行九

宮」之說，即以九宮配以八卦，定其先後順序，形成一說。《黃帝內經》、《子華子》

諸典籍皆見與九宮相關紀載，至宋儒發展為圖書《易》學。此後，九宮又與陰陽

五行相融，於是術數家多附此加以發揮，而成為論說依據。 

 以遁甲而言，此法屬於式占，乃須布置以天、地盤，以求其時間、方位之吉

凶，而此天、地盤之基礎，即根本於九宮。再依照不同節氣，而有陰遁、陽遁各

法。由於遁甲曆與常曆不同，故彼此節氣依據有所落差，而有超神、接氣、置閏

之法，目的在於以遁甲曆為主要依據，而又不失於與常曆矛盾。遁甲之法遂根據

三元之說，以時間奇門而言，每一元各主六十時辰，再由用占之時加以推盤，以

求三奇六儀於各宮之位置，配以八門、九星而為直使、直符，以此形成一套體系。 

 以相宅而言，歷來歸於形法、堪輿、五行，分類別有所分歧。然大抵仍以九

宮為基礎，分為東西四宮。〈坎〉、〈離〉、〈震〉、〈巽〉四卦，為少陰少陽之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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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東四宮。〈乾〉、〈坤〉、〈兌〉、〈艮〉四卦，為老陰老陽之所生，為西四宮。再以

年命之干支，視其所屬三元，求其宮命。此三元之說，每一元各主六十年，由年

命所在，依男女之別，而順逆推算，得其宮命。東四命者，宜居東四宅；西四命

者，宜居西四宅。彼此互有相合相剋之關係，術數家遂據此推斷吉凶。 

 無論遁甲、相宅之法眾說紛繁，不無迷信之譏。然術數家皆據九宮而發揮其

說，未可盡棄。蓋遁甲、相宅二者皆與方位有關，故宜與九宮連結。遁甲多為兵

家之用，乃藉此占斷各方各時之吉凶，故以九宮之法，配合節氣曆法而佈之。相

宅則於居住之用，乃論其各宮命、所居方位，彼此相配以象徵命運發展，故亦以

九宮之法為之。而遁甲、相宅二者彼此又有相近共通之處，除九宮八卦之外，彼

此皆以三元為推算，作為依據。可知術數家結合九宮，加以運用，其源自與《易

緯乾鑿度》「太一行九宮」多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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