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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引 言 

蔡英俊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李怡嚴教授的論文，〈術士的占卦秘笈：《清華簡．筮法》試探〉，經過兩位

專家學者的審查以及編輯委員會議的決議，同意刊載，並且列為「特稿」，主要用

以表彰李怡嚴教授在中國古典學術研究領域的貢獻。《清華學報》主編劉承慧教授

囑託我為這篇論文撰寫引言，謹識如下。 

李怡嚴教授身為知名的物理學家，不但將其一生奉獻在科學教育，更致力於古

代科學史與中國古典學術的研究，曾經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教務長，戮力從公，同仁

敬稱他是「永遠的教務長」。2015 年出版《科學與歷史》，深刻明確的展示了李

教授在科學史、科學教育與古典學術這三個領域的具體成果。其中，「歷史篇」中

載錄的二十二篇關於中國古代經典與歷史問題的探討、「科學史篇」中載錄的五篇

關於中國古代算數與節氣的相關討論，足以擴展人文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及其

文化現象上的論述視野與視角。 

我知道李怡嚴教授，首先來自於高中時代一個遙遠而朦朧的記憶：大約是在民

國五十九年，我就讀嘉義高中一年級的時候，聽聞學校來了一位穿著白襯衫、卡其

褲的清華大學教授，向準備報考聯考的高三學生介紹清華大學的物理學系，我們高

一生不在場，但樸素的穿著確也在高中校園引起注意，形塑了懵懵懂懂的高中生對

於大學教授的印象，那是樸素而高大的學者身影。民國六十九年，梅廣教授擔任清

華大學第一個人文科系，中國語文學系，首任系主任，那時我剛取得碩士學位，有

幸有榮成為梅廣教授的助教，也來到了清華大學，協助系務。中午時間，往往在自

強樓一樓的餐廳用餐，親見到了每天用餐時大聲談論學術問題的李怡嚴教授，而印

象最深的場景，即是突然間李教授會跑回樓上的宿舍，搬下一堆書來，手指著某書

中的某個段落，繼續在比劃中與梅廣教授討論問題。 

我第一次正式參與李怡嚴教授的演講，則是李教授應邀到哲學研究所主講「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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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的問題。經濟系賴建誠教授，他是李怡嚴教授當時在人文社會學院教師群中得

以相互論學的同好，約了我一起前往聽講，我就是在那場演講中知道了萊科夫 (G. 

Lakoff) 相關的著作。隨後，我常常在走過人文社會學院一樓的迴廊時，隔著巨大

的玻璃窗，看見坐在人社圖書館書庫中桌椅上低著頭閱讀、深思的身影，我覺得如

果要選取一張足以代表學者形象的照片，李教授在人社圖書館的影像最具典型。我

並不善攝影，也不想驚動，所以一直沒有這樣的一張照片。在旺宏館總圖書館落成

啟用後，就漸漸看不到這幅場景了，至多只能在人社院二樓的大廳，見到李教授進

出人社圖書分館借還書的匆忙，那時刻腦中想到的是兵法中所說的「疾如風」的境

界。 

今年二月間，經濟學系賴建誠教授提及李怡嚴教授去年出版新書，現在更有一

篇極為特殊的研究論文，並問及是否能夠在人文社會學院舉辦一場公開演講，因

此，李怡嚴教授〈術士的占卦秘笈：《清華簡．筮法》試探〉這篇論文，即是

2016 年 2 月 19 日第一次在人文社會學院 A202 演講廳公開發表，我們邀請生命科

學院李家維教授到場主持並且擔任引言。關於古代數字卦與占卜的文化現象，在學

術研究上其實是到晚近才被正式提出來，藉由考古出土的文物而開展出相關論題的

討論，譬如 1979 年在江蘇海安縣青墩遺址挖掘的鹿角枝與骨角柶，其上出現八個

數字卦的易卦刻文；至於這種占卦的系譜與《周易》的關聯性，則仍有待更多學者

的探討。李怡嚴教授這篇論文所提出的考察及其相關的推論，代表了一位現代數學

與物理學者對於數字卦此一古老占卜文化現象的判讀，而在撰稿與修訂過程中不斷

增補的「附錄」、「附言」，更深切著明反映了一位學者在探索問題時應有的嚴

謹。我很高興能夠為這樣一位學者的這樣一篇論文撰寫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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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士的占卦秘笈 

《清華簡．筮法》試探
∗

 

李怡嚴∗∗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 

摘  要 

《清華簡．筮法》的〈釋文〉顯示，戰國時在受南方楚文化影響的地區，存在著一

支占筮術士的傳承系統。此系統的卦畫，建基於四個三爻卦，每一爻各用六個數字分

判；整個三爻卦卻連繫上《周易》的八經卦。基於〈釋文〉所顯露的各種資訊，本文判

斷此系統的傳承源流，或許早於《周易》，可能與《周易》有共同的祖先。本文認為：

現存的〈說卦傳〉文本，已經包含太多後出的因素（為配合《周易》的傳承而添入），

因此不足以作為解釋〈筮法〉的基準。 

關鍵詞：《清華簡》，〈筮法〉，《周易》，〈說卦傳〉，數占 

                                                 

∗ 我要特別感謝賴建誠教授的鼓勵，並代為打字。沒有他的督促，本文是寫不成的。 

∗∗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退休教授，電子郵件信箱：lai@mx.nthu.edu.tw（賴建誠教授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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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 

《清華簡（肆）》共收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筮法〉1 顯得很特殊。它共有

六十三枝竹簡，而且保存良好，沒有缺損。簡後有絲帶黏膠的痕跡，可見原主多麼

寶貝它。2 每支竹簡的編號在正面下端，這也和其他《清華簡》的情形不同（那些

編號都在背面）。還有一個特點，是每支竹簡上的文字，並非從上到下寫足全簡的

長度，而是分欄位（最多分到四欄）。而且上面還有圖，有表格，以至有些句子每

簡僅一到三字。有些節又寫得非常密集，如第廿六節「祟」、第廿九節「爻象」，

似乎企圖在最小面積內，塞入最多字數；並且打橫由右及左，橫跨七、八支簡才寫

完一節。 

就是因為如此，我猜此簡編的原主，希望將最多的資料，密集塞進一篇內（有

點像現代的圖表紙）。他當然害怕簡編散掉，所以在後面用絲帶粘貼，又在正面編

號，讓散亂的危險減到最低。這些特點使〈釋文〉的安排煞費苦心，將每一欄分排

到每一節，並且另附一大張圖，顯示原來本字及圖表的位置。有了這一大張摹寫

圖，閱讀時才不會迷失。3 

一般來說，全編的前一半（右方）以解釋卦例為主，一共引了五十七個卦例。

後一半則將卦與爻，設法與各種應用場合，例如天干、地支、四時、人身各部、自

然現象、四方位、男女，以及社會地位等等拉上關係。 

因為在全編的最後，將大眾最常貞問的事物歸納為十七種，稱為「十七命」，

故〈釋文〉前一部分的分節，也以照應到這十七項為主。「十七命」的項目為：

果、至、享、死生、得、見、瘳、咎、男女、雨、娶妻、戰、成、行、讎、旱、

祟，其實這些分類很粗糙（留到後面討論）。 

既然談到占卦，當然不免與《周易》來比較。在這方面，〈筮法〉所宣示的系

統比較原始。它只涉及八經卦（乾、坤、坎、離、震、巽、艮、兌），只是有些名

                                                 

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上海：中

西書局，2013，本文皆簡稱《清華簡（肆）》）。全書分上下冊。〈筮法〉是此書的第一篇，竹

簡的原尺寸圖刊在 2-9 頁，放大圖在 19-52 頁。本文所引〈筮法〉各文皆出自此書。另可參：李學

勤，《初識清華簡》（上海：中西書局，2013）。 
2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75「說明」、頁 126-127「《筮法》揭取說明」。 
3 同前引，頁 77「《筮法》區域劃分圖」，此圖顯示各欄位各節的位置。書後所附的「摹寫圖」，

最能表現全篇的抄寫形態，縮小版見本文末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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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與《周易》有異（這可以歸之於傳授的分歧，並不太嚴重）。卻沒有重卦，以及

六十四個重卦的卦名。每一卦例用四個三爻卦，排成上下左右。左邊兩卦或右邊兩

卦，雖非重卦，其六爻卻自成一單位，對於吉凶的推斷有關係，因此可看作一種重

卦的雛型。在本文內，姑以「疊卦」稱之。因此每一卦例用兩個疊卦。4 

以下各節，我將討論〈筮法〉系統的各項特點。 

二、有關數字卦的特色 

在〈筮法〉中，每一卦有三爻，皆用數字來表示，這是與《周易》不同的地

方。所用的數字有六個：一、四、五、六、八、九，可是絕大部分是一與六。四、

五、八、九這四個數字用得絕少。我就全部五十七個卦例的六百八十四爻數了一

下，六個數字使用的次數如表一： 

表一：數字爻出現的次數 

一 312 45.62% 陽爻（奇數） 

占 348 (50.88%) 

 

陰爻（偶數） 

占 336 (49.12%) 

四 7 1.02% 

五 13 1.90% 

六 319 46.64% 

八 10 1.46% 

九 23 3.36% 

 

可以看出四、五、八、九這四數用得絕少。不僅如此，在〈筮法〉諸例中，分布得

也非常不均勻。這些「特殊」數字多出現於第十四節「貞丈夫女子」的前四例與第

十六節「戰」。很像是將有特別數字的卦，特別賦予這些意義。可是〈筮法〉全文

中，並沒有談到如何得到這些數字，僅在第三十節簡單地說一句： 

凡是，各當其卦，乃扐占之，占之必扐，卦乃不忒。5 

                                                 

4 王化平、周燕說：「《筮法》雖不用六爻卦，在背後卻隱含有六爻卦的理念。」就有這個意思。

為了與《周易》的「重卦」區分，我正式建議用「疊卦」之名。王化平、周燕，《萬物皆有數：

數字卦與先秦易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 165。 
5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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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提到「扐」字，6 此字在《周易》占法中意義明確，乃是將一部分蓍草夾在手

指間的名詞。 

為比較起見，我們先討論《周易》之占法。一般的共識認為，至少到春秋戰

國，其占法見於〈繫辭傳上〉第八章：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四

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是故四營

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7  

這一段需要解釋。根據朱熹的《易本義．筮儀》，先由 49 根蓍草開始。先任意分

為左右二大堆（第一營），再從右堆中取一根，用左手小指勾住（即掛，以上第二

營），再將左堆之蓍草，以四根為一小堆細分（揲之以四）。所餘之數（或一，或

二，或三，或四），用左手中三指夾住（歸奇於扐）。 

請注意：所謂「奇」，即一般所謂「餘數」，然而在這裡不算零。如可被四除

盡，則「奇」作四論。左堆分完後再細分右堆（也是揲以四），將「奇」用右手中

三指夾住（以上為第三、第四營）。將左右手所扐所掛之蓍草放開，而將分作小堆

的草合併。合併後的蓍草數（稱過揲之數），或為 44，或為 40。以上全部過程稱

為「第一變」。 

再從第一變所得的 44或 40根蓍草開始，再照第一變的分、掛、揲、扐的過程

做一次，8 這次所得的蓍草過揲之數或為 40，或為 36，或為 32。以上稱為第二

變。 

再將第二變過揲之數，按第一變的分、掛、揲、扐的過程，再做一次（此稱第

三變）。最後過揲之數或為 36，或為 32，或為 28，或為 24。事實上，過揲而得小

堆的數目，或為 9，或為 8，或為 7，或為 6，即用這四個數字，決定卦中之一爻。

                                                 

6 在〈筮法〉文本中，「扐」寫作「力」。本文贊成〈釋文〉解釋為「扐」，並且在引文中以

「扐」代「力」。在後文中，除非特別提出異議，一切引文皆以〈釋文〉為準。 
7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

注疏附校勘記》本）。本文凡引古籍，皆於首出加注版本，後不另注。 
8 請注意：根據朱熹《易本義》：「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

為二變。」因此，第二變也要像第一變一樣，經過分、掛、揲、扐諸過程。可是第一變由 49 策開

始，掛一策以後總數成為四的倍數，而第二、三變由四的倍數開始，掛一策以後，總數成為四的

倍數減一。這會影響後面對 9、8、7、6 四數出現機率的計算。朱熹撰，楊家駱主編，《易本義》

（與《易程傳》合印本）（臺北：世界書局，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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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爻為 9 或 7，又細分之：9 為「老陽」、7 為「少陽」。陰爻為 8 或 6，又細分

之：6 為「老陰」、8 為「少陰」。陽爻（老少不論）以記號「 」表之。陰爻

（老少不論）以記號「--」表之。 

這樣得到的爻為「第一爻」，放在最下方。然後用同樣的方法，由下至上，再

得五爻，結果就得一六爻的「卦」。顯然所有可能的卦數為六十四，各有卦名，稱

為「本卦」。可是如果還要顧及爻的「老」或「少」，則少陽與少陰不變，而老陽

或老陰則變：「老陽」變為陰爻，「老陰」變為陽爻，如此形成另一個卦，稱為

「之卦」。 

舉一個例，《國語．晉語四》記晉公子重耳所占的卦：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9 

「貞屯悔豫」即本卦為「屯」（ ），之卦為「豫」（ ）。可知重耳所占出

的數字卦為：九、八、八、六、九、八（由下至上）。所謂「皆八也」，指不變之

爻皆是八，也就是沒有七。 

至於在本卦、之卦的卦辭、爻辭間如何斟酌，歷史的記錄並不清晰，可能這屬

於主占者的解釋權。 

前面講過〈筮法〉系統的每個卦例，用四個經卦，或兩個疊卦，好像比《周

易》系統為複雜，其實不然。《周易》系統每卦例兼用本卦與之卦，就經卦而言，

還是四個。當然，《周易》系統有卦辭、爻辭，還有〈十翼〉所倡的各種取象法

則，要比〈筮法〉系統複雜多了。在進一步討論取象法則之前，讓我們先就朱子所

祖述的成卦方式，去看每一爻出現的機率。 

我們先假設在每一變的中分過程中，忽略其中一堆根數過多或過少的「邊緣效

應」。因為蓍草總數相當多。這個假設應可成立。由簡單的組合數學考慮，僅第一

變比較特別。比較 49→44 與 49→40 兩種情形。前者的機率為 3/4，後者的機率為

1/4。至於第二、第三變：各種雙分情況（ 44→40、→36； 40→36、→32；

36→32、→28；32→28、→24），其雙分機率皆為 1/2。現在考慮由 49 至 28，為

三種情形相加：49→44→36→28、49→40→36→28、49→40→32→28，其總機率為

3/16 + 1/16 + 1/16 = 5/16。餘仿此。因此最後爻數為 9、8、7、6 的機率分別為

3/16、7/16、5/16、1/16。由此得出陰爻與陽爻的機率各為 1/2。可是在陽爻中，老

                                                 

9 韋昭註，《國語韋昭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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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之比為 3:5；在陰爻中，老少之比為 1:7。這種機率分布，是成卦方式的必然結果。 

可是在〈筮法〉系統中，爻數有六：一、四、五、六、八、九，其（經驗的）

出現機率分別為 45.62%、1.02%、1.90%、46.64%、1.46%、3.36%。很難想出一種

成卦法，有這麼奇怪的機率分布。最不合理之處，為數字的不相連續，由一跳過

二、三而至四、五、六，然後缺了七，再進至八、九。在第三十節，〈筮法〉強調

「占之必扐」，可想而知，在成卦過程中，還是要數蓍草的數目。可是無論怎樣

數，怎麼會由六跳到八？ 

想來想去，一個不可避免的假設，就是〈筮法〉的作者，在表達「數字卦」

時，用「一」來代「七」（第十六節的〈注釋〉，也這樣猜）。這樣六個爻數為

四、五、六、七、八、九。這六個數字連續起來，其中兩個數字「六」與「七」，

出現的機率（由卦例顯示）分別為 46.64% 與 45.62%，顯然最多。前後數字出現

的機率都很小，這樣才符合統計的原則。10 

本來數字卦的卦畫，為了節省地方，那些數字已盡量壓扁。例如戰國文字中的

數字「四、五、六、七、八、九」，多寫作「 、 、 、 、 、 」。11 

然而在第二十八節「地支與爻」中，「五、六」二數字已簡化為「 、 」，這

正是在卦畫中所出現的。在卦畫中的「四、八、九」則寫作「 、 、 」，

而在「地支與爻」一節，此三數字並未簡化。 

然而不論在何處，「 」還是寫成一長橫。因此李學勤教授在第二十八節的

〈注釋〉中確認：「此表證明簡文一般用以表示陽爻的『 』、陰爻的『 』，

確是『一』、『六』兩個數字。」 

不特此也，在每支竹簡下端所記的數字，有時「四、八、九」還是會不經意地

寫成「 、 、 」。然而其中的「七」，卻始終寫成「 」，而不避忌此

字與「十」太相似。 

這樣說來，我上面所提以「一」代「七」的假設，在〈筮法〉中竟得不到支

援。而且，即使古文「 」不容易壓扁，戰國簡文還是有寫成「 」（一橫中間

加上一點）的例子，12 似乎上面的假設不能成立。 

                                                 

10 劉彬考慮用不同根蓍草為起始點的可能，可是仍無法照顧到「不正常爻數」出現機率驟降的現

象。劉彬，〈清華簡《筮法》筮數的三種可能演算〉，《周易研究》，4（濟南：2014），頁 24-

28。 
11 相關古文字資訊可參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李守奎編

著，《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12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頁 957。據其所引出處為：《睡虎地秦墓竹簡》「答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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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統計分布的不正常，始終困擾著我。不得已，我只得再假設，在卦畫中以

「一」代「七」之舉，是〈筮法〉作者的秘密符號，用意在使人不能由卦例反推成

卦之法。〈筮法〉的卦例以及取象原則（下一節要談及），只為了替人占筮時查閱

之用，至於成卦之法，則秘而不宣（可能只由師徒口耳相傳）。13 

目前我們唯一的線索，就是第三十節的「占之必扐」。表面上看來，似乎與

《周易》系統相似，其實《周易》系統連用「分」、「掛」、「揲」、「扐」的手

法。14 那裡的「扐」字只出現於「歸奇于扐」一語，「扐」為名詞，作「指間」

解。「歸奇于扐」只是在每一變淘汰掉一些蓍草數目，成卦則要看過揲之數。而

〈筮法〉系統只提一個「扐」字，似乎將它當動詞用，而且似乎「分」、「掛」、

「揲」的過程都不需要。如果不用過揲之法，則原始的根數必不能太多。 

現在姑且考慮用十三根蓍草或竹籤，用手指拈起大約一半，這樣所拈起的數目

以六或七最可能。因為僅憑目視，不能太準確，故拈起的根數也可能大至八或九，

也可能小至五或四，可是其數目必不會太多。這樣似乎可以照應前面所提的經驗性

百分比，只是當所拈數目為「七」時，以「一」記之。15 

這樣將「扐」解釋為以手指拈起的動作，16 對術士而言既迅速又明確。既然

〈筮法〉的作者沒有明言，似乎將成卦之法當作其業務祕密。在二千餘年以後的今

日，也唯有作這樣的猜想，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還有幾句題外話。我們注意到，〈筮法〉中並沒有提占卦的工具。上面只是比

照《周易》以及「占之必扐」的話，將此工具定為蓍草。〈說卦傳〉說：「幽贊於

神明而生蓍」，好像將這種蓍草講得有多神奇。其實如果按照前述的分、掛、揲、

扐等動作，來擺弄這些草幹，不用太多次折騰，那些草幹就會被盤弄爛了（注意要

將草幹夾在手指間，草幹必不能太粗）。 

當貴族將占卦據為神聖事業，用到占卦時不太多，那些柔軟的草幹還可以勉強

                                                 

13 參閱本文末「附言，商榷一」。然而同屬楚地出土之「包山楚簡」與「天星觀楚簡」，亦大量用

「一」，而從未用「七」。似乎這種用法，已成為占筮家之慣例。究竟誰開此端，亦耐人尋味。 
14 林忠軍由「占之必扐」之語，認為在〈筮法〉中也有「分」、「掛」、「揲」。我以為有「增字

解經」之嫌。林忠軍，〈清華簡《筮法》筮占法探微〉，《周易研究》，2（濟南：2014），頁 5-

11。 
15 這種方法，僅是我個人建議。我無意排除有其他方法的可能。至於以「一」代「七」，應該只是

術士間的「行規」，而不為外間人士（包括求占筮之顧客）所了解。所謂「秘傳」者指此。 
16 朱熹《易本義》：「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通常實行「歸奇於扐」的過程時，當然將

所餘之草幹，置於食指、中指與無名指之兩指縫中。可是如果沒有分、掛、揲的步驟，只是直接

用此三指來夾取一定量的草幹，則其動作差不多就是「拈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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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當使用的人多了，而且流傳到民間術士手中，就需要較耐折磨的工具。在戰

國後期出現的《楚辭》中，屈原的〈離騷〉有：「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

之。」據王逸的注：「藑茅，靈草。本草謂之旋覆花。筳，小折竹也。結草折竹以

卜曰篿。」17 

所謂「靈草」，大概是像蓍草一類的草。當時已用到「小折竹」，可能就是顧

慮到草幹不經用，屈原雖是貴族，可是他一向很關心民間的習俗。可能在戰國後

期，南方民間的術士已經以竹代草，而且為了易於把弄，可能已將竹幹製成細籤

形。上面是我個人的猜想，當然也有可能在南方，竹子為常見之物，使人樂於使用。 

三、〈筮法〉中的爻象與卦象 

由卦畫（在〈筮法〉中用一、四、五、六、八、九這六個數字組成）轉變成對

所占問事項的吉凶判斷，需要一套聯想的方法。《周易》的這套方法，表現在卦爻

辭以及〈十翼〉中，一般稱為「取象」。 

〈筮法〉八經卦的卦名與《周易》相同，因為是數字卦，只算數字之奇偶，三

奇為「乾」，三偶為「坤」。（由上至下）偶奇奇為「兌」，偶偶奇為「震」，奇

偶奇為「離」（〈筮法〉稱為「羅」），偶奇偶為「坎」（〈筮法〉稱為

「勞」），奇奇偶為「巽」，奇偶偶為「艮」，記取〈筮法〉對「坎」、「離」的

異名「勞」、「羅」後，我們可以和《周易》的取象比較。 

《周易．說卦傳》第三章給出《周易》對八經卦主要的取象：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這由乾、坤、艮、兌、震、巽、坎、離八卦給出：天、地、山、澤、雷、風、

水、火八種主要的聯想。可是在〈筮法〉中，只有第二十四節「卦位圖、人身圖」

中提到「震」與「雷」的關係： 

                                                 

17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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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故謂之震？司雷，是故謂之震。18 

此條寫在右上方，與震卦的卦畫  

 

 

的方位，一點關係也沒有。與此條相配合的左

上方、右下方、左下方三條，分別為： 

奚故謂之勞？司樹，是故謂之勞。（左上） 

奚故謂之兌？司收，是故謂之兌。（右下） 

奚故謂之羅？司藏，是故謂之羅。（左下）19 

此四條分別指出震、坎（勞）、兌、離（羅）四卦之所「司」，為「雷、樹、收、

藏」四種物事，與一般所講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又有不同。〈釋文〉之

〈注釋〉謂「含意相似」，20 恐誤。我們很難將「雷、樹」聯想到「春生、夏

長」，只好將這些資料看作〈筮法〉作者的特殊傳承。21 此章真正涉及四方位

（東、西、南、北）的四條，分別寫為：  

東方也，木也，青色。（寫於右方） 

南方也，火也，赤色。（寫於上方） 

北方也，水也，黑色。（寫於下方） 

西方也，金也，白色。（寫於左方）22 

這將東、西、南、北四方位，聯想到木、火、水、金四行，又聯想到青、赤、黑、

白四色，顯然受五行思想的影響（唯欠缺中央黃色的土）。這些與圖四周所畫的八

個經卦卦畫的方位，應無關係。〈釋文〉之〈注釋〉，擔心〈筮法〉「羅、勞」二

卦的方位，與〈說卦傳〉所定的南北方位相反（唯「四正卦」的成分則不變），恐

怕是將〈筮法〉上的圖看得太死了。 

〈筮法〉上的圓圈次序，固然與根據〈說卦傳〉所畫的不同，然而那裡並沒有

                                                 

18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11。 
19 同前引，頁 111-112。 
20 同前引，頁 111。 
21 「春分」之前，固然有「驚蟄」，然而夏天的雷雨更多，很難將「雷」當作春天的特徵。至於

「夏長」，一般指農作物而言。「樹」的生命，則跨越四季（即使會落葉），更難視為夏天的特

徵。 
22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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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明「羅」一定在北方，「勞」一定在南方。不然，如第十節第 3卦例，「巽」何

以不屬火？「艮」何以不屬木？就甚費解。23
 只要假設，最外圈中間所寫的四方

位，與「次外圈」的八個卦畫，沒有必定的連繫，則可將圈上的次序，當成另一種

可能的排列。正如「伏羲序次」，也是另一種排列一樣。 

在最內圈，則畫了一個人的身體，將八經卦連繫到人身的各部分。在圖中，乾

卦在頭頂，坎卦在耳朵，兌卦在嘴巴，坤卦在胸部，離卦在腹部，艮卦在手部，巽

卦在大腿（股），震卦在足部。 

與〈說卦傳〉第九章相比較，坤卦在〈說卦傳〉中為腹，在〈筮法〉中移到胸

部，而將〈說卦傳〉的離卦，由眼睛下移至腹部。其他都一樣。八卦中有六卦與

〈說卦傳〉相符，不能說沒有關係。可是離卦的移動很顯著，只能當成〈筮法〉作

者的另一項獨有的傳承。24  

〈說卦傳〉第三章所說的八種基本卦象，在〈筮法〉中除了震卦以外，似乎都

沒有照應。就乾卦與坤卦所對應的天與地而言，在〈筮法〉的卦例中就沒有涉及。

僅第二十六節「祟」中，提一下「監天」、「昊天」與「天之道，男勝女」，一點

也沒有連繫到天與地這兩種主要的自然現象上。不過在很多卦例中，的確將乾與坤

比作男與女（例如第二節「得」），甚至比作夫與妻。在此節的第 7例中，又將乾

與坤比作較抽象的「陽」與「陰」（作於陽，入於陰，亦得）。 

                                                 

23 解決此問題的一個方案，就是假設〈筮法〉的作者，根本沒有「八方位」的觀念，只有東、南、

西、北四個方位，而且將八經卦分屬四個方位（巽、震屬東；艮、離屬北；乾、兌屬西；坤、坎

屬南）。換言之，既然在〈筮法〉第二節，可以用一條斜線界分左右，現在當然也可以用兩條斜

線界分四方位，如下圖所示。這方面的討論，亦可參閱梁韋弦，〈有關清華簡《筮法》的幾個問

題〉，《周易研究》，4（濟南：2014），頁 15-23。他的解釋似乎很複雜。 

 
24 當然也可以說：八經卦與身體各部的連繫觀念早於〈說卦傳〉，只是在傳承中有所演變。而〈筮

法〉的「人身圖」，代表一種較原始的傳承。這僅是其中一個可能。我們由人身圖只能看出〈筮

法〉與〈說卦傳〉有關係。至於其細節，單憑人身圖還不足以判定。可參閱張克賓，〈論清華簡

《筮法》卦位圖與四時吉兇〉，《周易研究》，2（濟南：2014），頁 12-18。他以〈說卦傳〉

「其於人也，為大腹」來支援人身圖中將「離」移至腹部，顯得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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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筮法〉明文談到陽與陰的地方，與《周易》對比，《周易》反而沒有如

此明顯。雖然《莊子．天下篇》提到：「易以道陰陽」，25 可是在《周易》的卦

爻辭中，一個「陽」字也沒有，「陰」字倒有一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作樹蔭

解）。連稍後出的「彖辭」與「象辭」，「陰」與「陽」也出現得很少（否與泰之

彖辭，乾初九，坤初六之象辭，如此而已）。 

《周易》中大講陰陽的地方，在〈繫辭傳〉與〈說卦傳〉，那些篇幅較彖辭及

象辭出現得又較晚（可能晚到戰國）。我猜在民間下層社會，本有素樸的陰陽學

說，到戰國一方面被鄒衍一派發揚，另一方面滲入《周易》，構成〈十翼〉的主要

理論部分。這種素樸的陰陽學說，也出現於〈筮法〉的一個卦例中。 

除了乾坤二卦，〈筮法〉也將其他六種卦聯想為男或女，其條例是：卦畫二偶

一奇者為男，卦畫二奇一偶者為女，因此勞、震、艮三卦為男，羅、兌、巽三卦為

女。26 見第一節第 7、9 卦例，第二節第 4、5 卦例，第六節的二個卦例，第七節

的第 1卦例，第八節的二個卦例，第十二節的一個卦例，在這些卦例中，〈釋文〉

之〈注釋〉都引用了〈說卦傳〉的第十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

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

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

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說卦傳〉將八卦組織成一個家庭。可是在上引〈筮法〉諸例中，只能判定某

一卦的男女屬性，而無任何跡象分判其排行，並沒有「一索，再索，三索」之分

別。而且第六節的二個卦例，其「三女」連「坤」而言，其「三男」連「乾」而

言，並沒有將乾坤當作父母。因此我認為〈釋文〉之〈注釋〉，引用〈說卦傳〉並

不恰當。 

不僅如此，〈說卦傳〉第二章強調：「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筮法〉中雖出現陰陽，可是

並沒有剛柔，更不要提儒家的仁義。因此〈釋文〉一再認為〈筮法〉受〈說卦傳〉

的影響，我卻認為證據不足。 

                                                 

25 郭慶藩撰，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1）。 
26 可以將三爻（數字）卦的三個數字相加，若其和為奇數，則為男；若為偶數，則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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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男女有關的術語「昭穆」很令人困擾，因為傳統的昭穆指「祖上的兩個世

代」與卦象的相連並不明顯。我認為還需要再研究。我的初步猜想是：這可能與

「左昭右穆」有關。27 

〈筮法〉中最特殊的取象法則是爻象，因為〈筮法〉用的是數字卦，每一爻除

了奇偶，還要看其數字：「一、四、五、六、八、九」。〈筮法〉將最常出現的

「一、六」數字除外（歸作八經卦的卦象處理），對其餘特別的爻數字「四、五、

八、九」有特別的聯想，載於第二十九節內。 

八為風，為水，為言，為飛鳥，為腫脹，為魚，為罐筩，在上為醪，下

為汏。 

五象為天，為日，為貴人，為兵，為血，為車，為方，為憂懼，為飢。 

九象為大獸，為木，為備戒，為首，為足，為蛇，為曲，為玦，為弓、

琥、璜。 

四之象為地，為圓，為鼓，為珥，為環，為踵，為雪，為露，為霰。 

凡爻，如大如小，作於上，外有吝；作於下，內有吝；上下皆作，邦有

兵命、燹怪、風雨、日月有食。28 

最後那一段寫在一支竹簡上，而且從頭至尾書寫，顯然與前面的段落不同。其爻數

雖限於特異數，然著眼點在其爻位。 

這一節可以和〈說卦傳〉第十一章對比：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

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

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

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

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

                                                 

27 參見本文的「附錄一」。 
28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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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

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

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

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

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

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

鹵。為妾，為羊。 

二者皆用「枚舉」的方式取象，可是一為爻象，一為卦象。〈說卦傳〉所舉的

項目較多，似乎較完善。可是枚舉的方式，一定會掛一漏萬，試比較兩份名單，一

定會覺得很有趣味。 

〈筮法〉將本來為卦象的「風、水、天、地」四項，分別補在「八、五、四」

三種爻數之內，可是還是照顧不到「火、山、澤」三者。〈說卦傳〉將「圓」合於

「天」類，而〈筮法〉將「圓」合於「地」類。〈說卦傳〉僅舉「玉」為一總類，

而〈筮法〉分舉「玦、琥、璜、珥、環」。對動物，〈筮法〉舉鳥、魚、蛇，以及

「大獸」。而〈說卦傳〉則偏舉馬、牛、龍、鱉、蟹、蠃、蚌、龜、狗、鼠、羊，

就是沒有與〈筮法〉所舉重疊的項目。我想，用不著再比較下去了。唯一的結論

是：〈筮法〉的作者不太可能看過〈說卦傳〉，他只聽說「震」與「雷」有關。至

於「天、地、水、風」那很常見的自然事物，他只在「爻象」裡補救。而「山」、

「澤」與「火」卻完全漏掉。如果〈筮法〉的作者看過〈說卦傳〉，很難會有這些

遺漏。 

可是〈筮法〉的作者，卻將這些特殊的枚舉，歸諸四個特別的數字。偏偏這四

個數字，在卦例中又很少出現，在已有的五十七個卦例中，密集的特殊爻，出現於

第十四節「貞丈夫女子」的首四例，與第十六節「戰」的二例。此六例的文字說

明，又沒有涉及那些枚舉物。這使人懷疑，涉及這些特殊數字的占筮，都是很特殊

的占筮，特別數字的出現，可由占筮者控制。由於我們不知道扐占成卦的方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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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他的業務秘密），故也不知道如何去「控制」。這項懷疑，我也知道有點匪

夷所思，姑且寫在這裡。希望將來續有古簡上的占例被發現，可以澄清這項懷疑。29 

四、〈筮法〉中的「卦位」與時間指涉 

要從四個卦畫得出吉凶的判斷，單單取象還不夠，總要從這些卦或爻之間的相

對位置，獲致一些有意義的聯想。這裡姑且將這類聯想，統稱為「卦位」。至於何

以會產生此種聯想，則占筮者有解釋的自由，不在我們的探討範圍。 

〈筮法〉中對「卦位」的使用，變化很多。可以用其中的幾個卦例，去熟悉其

中的術語。 

第一節「死生」第 7例：「震（右上）坤（右下）巽（左上）離（左下）」，

此例可以利用前面所述八卦對男女的取象，上面兩卦（震與巽）為一男一女。這種

情形稱為「相見在上」（下面二卦坤與離皆為女，不去管），在同節的第 9例為：

「坎（右上）震（右下）離（左上）兌（左下）」，也是上面兩卦（坎與離）象一

男一女，因此也算作「相見在上」。至於同節第 8例為：「艮（右上）坤（右下）

乾（左上）艮（左下）」，在對角線上乾坤相匹配，然被兩個艮卦所間，就不能

「相見」。據此例〈釋文〉的解釋，為「一卦亢之」，此處「亢」釋為遮蔽。30 

對這三個卦例，我們暫且只注意其卦位的部分，至於判斷吉凶的部分，留到本

文的下一節。 

再看〈筮法〉第二節第 1 例：「乾（右上）坤（右下）坤（左上）巽（左

下）」，乾與坤有夫妻之象，而乾卦（夫）的左方以及下方都是坤卦，〈筮法〉釋

之為：「妻夫同人」。 

同節第 4 例：「坎（右上）震（右下）震（左上）巽（左下）」，坎震皆象

男，此卦所表現的是「三男同女」。同節第 5例：「坤（右上）離（右下）兌（左

上）乾（左下）」，坤離兌皆象女，此卦表現的是「三女同男」。 

                                                 

29 現在已知比較大量的數字卦占筮，除了〈筮法〉之外，還有「包山楚簡」與「天星觀楚簡」。對

「包山楚簡」，我的印象是全缺「四、九」。「天星觀楚簡」有兩個「九」（15 之 1 號與 150

號），可是還是沒有「四」。兩種楚簡中的「八」較多，可是無法由記載的占筮結果，看出與

〈筮法〉「爻象」枚舉的各物有什麼關聯。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卦例。 
30 「相見」疑與第七節的「妻夫相見」有關，參見本文的「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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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筮法〉第八節的第 1 例為：「坤（右上）巽（右下）巽（左上）坎（左

下）」，亦為「三女同男」。第七節「讎」的兩例亦然。其第 1例：「震（右上）

乾（右下）艮（左上）離（左下）」亦為「三男同女」。第九節與第十節的術語

「上毀」，指左上與右上皆為男或皆為女。 

以上所引，只是一些較常見與較明顯的事例。其餘還有一些原則，是〈筮法〉

作者特別指出來的。例如第二十四節所特別畫出的卦位圖與人身圖，在前面的卦例

中，偶然也會應用到。在第十一節「雨旱」的第 2 卦例中，用到「金木相見」、

「水火相見」，這與外圍之「方位圖」相應。31 第五節也將震、兌、坎、離稱為

「四正卦」，「其餘易位」也指此圖而言。還有第二十節「四位表」，將每一卦例

的四個卦畫（右上、右下、左上、左下），連繫到軍旅、朝廷、家庭以及居室的四

個尊卑之位。四位表特別適用於第十九節「志事、軍旅」的兩個卦例中，這些我都

不再重複。 

可是在〈筮法〉中，有些涉及卦位的事例，還牽涉到個別的爻位。例如第十五

節「小得」的第 3例，表面上「三同一，乃得之」，似乎不是新的情況。可是這裡

的「一」，是左下方一個特別的坎卦，其數字（由上至下）作「六、五、四」排

列。這些特別的卦，一定與普通卦有別。至於如何有別，很難歸納得出，也許這就

是從事占筮業者的秘密。同樣的情形，也見於第二節的第 6例「見丁數」，其左上

的兌卦的數字為「四、五、九」（由上至下）。第十七節第 1 例四個卦，都出現

「五」，似非偶然（能如此就乃成，不如此，則不成）。當然，前面已經提到過，

第十四節的 1-4例，與第十六節的兩例都有密集的特殊爻，值得注意。 

還有第一節的第 1、2 例，提到「六虛〔同〕」與「五虛同」，也要比較爻

位。不過此二例比較隱晦，我認為還值得再研究。 

其他可能還有一些獨特的事例，我沒有照顧得到（有關指涉時間的事例在

後），暫且不管。不過有一個卦例非常特別。第十二節「男女」，其四個卦為：

「坤（右上）艮（右下）巽（左上）離（左下）」。卦畫下的說明為：「凡男，上

去二，下去一，中男乃男，女乃女。」32 照他的說明，將右與左兩個疊卦的第

三、四、五爻（由上至下）單獨提出來，都成為「六、一、六」，亦即坎卦，為

男。可是這種由疊卦中提出三爻的做法，在《周易》中（有重卦）要等到漢代的

                                                 

31 雖然〈筮法〉第二十四節「卦位圖」中的「坎」、「離」二卦，與〈說卦傳〉的卦位相反，可是

這不影響「四正卦」的成分。 
32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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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體」才有。 

〈筮法〉的「疊卦」，本來不像《周易》重卦那樣明顯，卻引出類似「互體」

的做法。使人猜疑漢易的很多特殊名目，很可能也有先秦民間或下層社會的秘密傳

授。設想如果〈筮法〉的竹簡沒有被發現，大多學者會認為，「互體」是漢代焦京

之徒的發明（而且用在先秦的事例，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的事，也非常勉

強）。如果類似的事例將來繼續出土，可能會影響易學研究的方向。33 

下面再花一些篇幅，討論與時間有關的事例。首先請注意，第二十一節「四季

吉凶」，其文錄於第 37、38 兩簡，可是抄錄者卻抄漏了二句。好在其排列夠整

齊，〈釋文〉可以據前文補足缺句（下面八卦之名皆改為通行者）。34 

春：震巽大吉，坎小吉，艮離大凶，兌小凶。 

夏：坎大吉，震巽小吉，艮離小凶，兌大凶。 

秋：兌大吉，艮離小吉，坎大凶，〔震巽小凶。〕 

冬：艮離大吉，兌小吉，震巽大凶，〔坎小凶。〕35 

其秋、冬最後小凶部分，即〈筮法〉作者抄漏，而〈釋文〉補足者。這些吉凶原則

不獨用於最後吉凶之判，也用於取象之用，見第一節「死生」的第 3-6四個卦例。 

卦例 3：震（右上）坎（右下）坎（左上）兌（左下），三吉同凶，待死。 

卦例 4：兌（右上）兌（右下）離（左上）震（左下），三凶同吉，待死。 

卦例 5：震（右上）坎（右下）坎（左上）兌（左下），三吉同凶，惡爻處 

之，今焉死。 

                                                 

33 素樸的「互體」觀念，也許始自先秦。然而後人希望從《左傳》得到印證，則屬徒勞無功。尤其

是《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的「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杜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

用「否」卦為言，是十分勉強的。高亨〈左傳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有很好的討論。高亨，〈左傳

國語的周易說通解〉，收入黃沛榮編，《易學論著選集》（臺北：長安出版社，1985），頁 409-

410。相關討論亦可見李怡嚴，〈易學書簡〉，《幼獅月刊》，49.1（臺北：1979），頁 63；王化

平、周燕，《萬物皆有數：數字卦與先秦易筮研究》，頁 166，唯王、周稱之為「互卦」。又，劉

大鈞也將此卦例視為「互體」，參劉大鈞，〈讀清華簡《筮法》〉，《周易研究》，2（濟南：

2015），頁 5-9。 
34 在第二十一節「四季吉凶」，〈筮法〉用「來」字表示「震」。可是在第二十四節「卦位圖、人

身圖」、第二十五節「天干與卦」、第二十六節「祟」、第二十七節「地支與卦」，都用「震」

字。可知〈筮法〉只是偶然用了一個別名，沒有多少用意。 
35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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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例 6：兌（右上）兌（右下）離（左上）巽（左下），三凶吉，惡爻處 

之，今焉死。36 

可以推測，此四卦例為春季或夏季所占，故震、巽、坎皆屬於「吉」的一邊，

艮、離、兌皆屬於「凶」的一邊。故第 3、5例皆「三吉同凶」，第 2、4例皆「三

凶同吉」，第 5例左下的兌為「六、五、九」，第 6例的巽為「九、五、六」（由

上至下）。都有二個不正常的爻（五、九），故稱為為「惡爻」。遇到這些爻，就

與正常爻判斷有別。 

再請注意：「震巽」與「坎」在春與夏季皆為「吉」（雖有大小之分），「艮

離」與「兌」在春季與夏季皆為「凶」（雖有大小之分），故在〈釋文〉之〈注

釋〉中，雖將此四例安排在春季，其實春季與夏季均可。還有，在此四例內，

「凶」字皆寫為「兇」字，可是在第二十一節的兩簡，「兇」字則不出現，而僅出

現於後文「惟兇之所集」與「以名其兇」。反覆比較，我覺得〈筮法〉的作者，並

無意分辨「凶」與「兇」字，往往雜用。 

上面的四例，是以「吉凶」當取象之用（如前面的男女），故與斷卦的吉凶不

同。可是〈筮法〉的作者特別指出，如果所筮之事為「志事」或「軍旅」，則特別

要參閱第二十節「四位表」，查出所關心的位階（在軍旅則看上中下軍，志事則涉

及家庭、朝廷、及建築物之各位階），然後將所筮之卦（右上、右下、左上、左

下）在此一方位之卦取出（假設非乾或坤），按筮時之春夏秋冬所示的吉凶來定。

這裡不像第一節的四例，「吉凶」不作取象之用，故其吉凶之大小亦須講究。 

對時間的指涉，除了四季，有時也要看一月中的「月朝」與「月夕」。這兩個

術語見於第三節「享」的兩個卦例、第十四節「貞丈夫女子」、第二十二節「乾坤

運轉」。據第三節之〈注釋〉，謂：「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

夕。」37 唯在〈筮法〉內，似乎只有「月朝」與「月夕」，而無「月中」，是否

僅為遺漏，或僅以每月頭數日為「月朝」，尾數日為「月夕」，而不管中間，或曰

望之前為「月朝」，望之後為「月夕」。我認為還有研究的餘地。目前只好將「月

朝」了解為「大致為月初」，將「月夕」了解為「大致為月尾」。38 

                                                 

36 同前引，頁 78-79。 
37 同前引，頁 85。 
38 這裡困難之處，在於「月朝」與「月夕」既是取象，又是指涉時間。第三節之「月朝」，取象於

三個坤卦，再加上左下二陽一陰之卦（巽）。「月夕」則為三個乾卦，再加上左下二陰一陽之卦

（艮）。這兩種情形皆無「中間」可言。可能在斷卦時，亦排除了中間的日期。本節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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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節「四季吉凶」沒有照顧到乾坤兩卦，在第十四節「貞丈夫女子」有

兩種特殊情形。第 1-4 卦例，照「右上、右下、左上、左下」的次序，分別為：

「乾、乾、乾、艮」、「乾、乾、乾、坤」、「乾、乾、震、坤」、「乾、乾、

艮、坤」。這四個卦例都有二至三個乾卦，下面有個總說明：「凡貞丈夫，月夕乾

之萃，乃純吉，亡春夏秋冬。」39 因為有多個「乾」，故云「乾之萃」。如在月

夕貞問有關丈夫之事，則無需再問春夏秋冬，一定是「純吉」。不過前面已經提

過，此四例有密集的非正常爻數（九）。是否影響到斷卦之語，還待研究。 

同節第 5-8 卦例分別為：「坤、坤、坤、巽」、「坤、坤、坤、離」、「坤、

坤、坤、兌」、「坤、坤、坤、艮」。這四個卦例都有三個坤卦，下面有個總說

明：「凡貞女子，月朝坤之萃，乃吉，亡春夏秋冬」。40 如在月朝貞問有關女子

之事，則無需再問春夏秋冬，一定是「吉」。此四例並沒有密集的非正常爻數（僅

第 8例的艮卦有一個「九」，斷卦之辭亦變為「吉」），是否有關聯，亦需研究。 

上面所說，是有特多乾坤的情形，如按第二十四節「四位表」所涉及的一位上

過到乾卦或坤卦，則按第二十二節「乾坤運轉」作為補充。此節在竹簡上，記於第

39、40 兩簡。第 39 簡的文字，從簡下半開始，是上一節文字「以名其兇」的繼

續，故知此是對上節的補充。除了再次強調乾在月夕、坤在月朝，定是「吉」之

外，當「晦之日」，乾與坤皆當作「巽」卦，按巽的吉凶判定。到「入月五日」

（〈注釋〉認為是初五日），則乾坤皆當作「艮」卦，按艮的吉凶判定，到初十則

乾坤各返回原位。〈注釋〉猜想，這種「運轉」每十日循環一次。可是這只是猜

想，〈筮法〉的原文並沒有這樣說。 

這使我們更懷疑，「月夕」與「月朝」是否真的如第三節〈注釋〉那樣，作

「下旬」與「上旬」解。既然整個「旬」都是「吉」，又要隨日運轉，顯有矛盾。

〈筮法〉此處也講不清楚，很可能另有傳承。 

這裡涉及乾、坤、巽、艮四卦會隨日運轉，很可能是民間的秘傳，在《周易》

的〈十翼〉中毫無跡象。然而到漢代，大量「易緯」之書出現，有卦氣消息之說，

                                                 

牡」、「純牝」，除取象外，亦兼指祭享之用牲。第十四節則稍異：「月夕」前三卦皆為乾，左

下則不拘（甚至可以是坤），稱之為「乾之萃」，以象丈夫。「月朝」則前三卦皆為坤，左下亦

多變化，稱之為「坤之萃」，以象女子。亦無「月朝」與「月夕」的中間日期。第二十二節則未

給卦例，其取象不明。劉大鈞以漢易之「天體納甲」說之，似可備一說。劉大鈞，〈讀清華簡

《筮法》〉。 
39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98。 
40 同前引，頁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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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按六十四卦來作運轉。是否這種想法受民間素樸的傳授所影響，也是值得研究的

項目。41 

〈筮法〉在第二十五節「天干與卦」與第二十七節「地支與卦」，進一步將八

卦與時日相連。中國從殷商起就用干支紀日，可能到戰國時，也用干支紀年與紀

月。因此在占卦時，就至少牽涉到一個干支。如在所筮得的四個卦中，出現了與該

干支相涉的卦，則稱為「見術日」，會影響到吉凶的判斷。這個名詞（見術日）出

現於第九節「咎」，第十節「瘳」。在第十一節「雨旱」，特別分判「當日在下」

與「當日在上」。即指占筮當日所涉及的卦在左右下或左右上而言。第五節「至」

第 2 例亦言「當日」。在第十八節「志事」明言「見當日如〔或〕當辰」。42「當

辰」當然特別指與該辰地支相涉的卦。若無適合條件之卦，則可以稍放寬鬆一些，

計入五日內之干支相涉之卦，也算在期限之內，五日之內可以很寬鬆這個斟酌的標

準，恐怕也是術者的秘傳。 

第二十三節「果」，又分言「歲在前」、「月在前」、「日乃〔在〕前」43

（分大中小事），應指與此歲、月、日相涉的干支卦，出現在「前」。〈注釋〉認

為「在前」指出現在上卦，可是如果是這樣，就與「在上」無別。我懷疑這裡「在

前」可能指出現於右方。 

「地支與卦」的指涉，排除了乾坤兩卦，以子午當震，丑未當巽，寅申當坎，

卯酉當離，辰戌當艮，巳亥當兌。這種對應，別的地方似未聞出現，也可算是〈筮

法〉作者的秘傳。唯「天干與卦」，以乾當甲壬，坤當乙癸，艮當丙，兌當丁，坎

當戊，離當己，震當庚，巽當辛，其對應關係與漢人的「納甲」的所「納」全同，

令人驚奇。可能素樸的「納甲」想法，在先秦的術士中已經秘密流傳，其始不過是

想將占筮的時間與卦象、卦位等其他線索連接起來，以使斷辭更有彈性的餘地。流

傳到漢朝，焦京之徒見而喜之，發揚光大，且師其意，將八卦「納」到其他自然現

象上，例如日相、音律等，構成漢易「象數之學」的主體。44 

在八卦中，〈筮法〉的作者似乎特別傾心於兌卦，在天干的連繫上，它相當於

丁，所以這個又稱為「丁數」。這個術語首先出現於第二節「得」的第 6 卦例：

「震（右上）坎（右下）兌（左上）巽（左下）」。在這裡兌卦出現在左上，而且

                                                 

41 劉震，〈清華簡《筮法》中的“象”“數”與西漢易學傳承〉，《周易研究》，3（濟南：

2014），頁 77-82。 
42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87、104。 
43 同前引，頁 110。 
44 有關漢易的引介，可參閱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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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為了特別標出這個卦，所有的爻數都是不正常的（由上到下：四、五、九），

在後面很多地方，這個兌卦的「丁數」甚至簡稱為「數」。在第四節的兩個卦例，

例 1 為：「兌（右上）乾（右下）坤（左上）坤（左下）」、例 2 為：「艮（右

上）坤（右下）乾（左上）兌（左下）」。此兩例的兌，都出現在「右上─左下」

的對角線上，而且被另一對角線「右下─左上」的乾卦與坤卦隔開：兌在右上稱為

「數而出」，兌在左下稱為「數而入」，這兩種情形導致相反的判斷。第十一節

「雨旱」第 1例，言「數而入」與「數而出」。第十三節「行」言「數出」、「數

入」。第二十三節「果」，言「數而出」、「數入」（無例），皆可作此解釋。虛

詞「而」用不用都無所謂。唯第七節「讎」的第 2例：「艮（右上）乾（右下）離

（左上）艮（左下）」，未涉及兌卦。而下面的說明多一句：「數出，乃亦讎」，45 

當指若以兌代替左上或右上之任一卦，亦有同樣的判辭。 

第二十八節「地支與爻」，將六個爻數「一、四、五、六、八、九」與十二個

地支連繫起來：子午應九、丑未應八、寅申應一、卯酉應六、辰戌應五、巳亥應

四。除了寅申卯酉之外，所對應的爻數都是不正常的。如筮卦的年、月、日，甚至

時有這些爻數相應的，而所成之卦又出現這些不正常的爻數，則很可能影響斷卦之

辭。至於如何影響，〈筮法〉則未言。如果筮者可以用指扐控制這些不正常爻數的

出現，亦可增加斷辭之多樣性。這些恐怕也在術士秘傳的範圍。 

這些不正常爻數，亦與春夏秋冬四季連繫起來，見第二節「得」第 8-11 四卦

例。其中左下之卦，如在春天遇八，夏天遇五，秋天遇九，冬天遇四，則亦影響斷

卦之辭。46 

五、十七命與斷卦的考慮 

〈筮法〉將最常被貞問的事物歸納為十七種，稱為「十七命」。第三十節的

〈注釋〉，將這種分類與《周禮．太卜》的「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作比對。所謂

「命」，當然指「命卦之辭」，也就是求筮者面對筮卦者（術士）時，所提要求預

知後果的事項。術士經驗多了，將這些事項按其性質分類，以作卦例的索引。這種

做法，恐怕是戰國時術士的傳統。《周禮》其實就是出現於戰國末期的《周官》47

                                                 

45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97、110、89。 
46 谷繼明，〈清華簡《筮法》偶識〉，《周易研究》，2（濟南：2015），頁 23-26。 
47 有關《周官》著作年代的考證，參閱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8 冊（臺北：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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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冬官已亡，以《考工記》補之），可能就受了這些傳統的影響，而表現於

「龜之八命」之內。而且《周官》之八命，也並不限於龜卜，後面明言「贊三兆，

三易，三夢之占」，可見有普遍性。八命的內容為：征、象、與、謀、果、至、

雨、瘳，其中果、至、雨、瘳四項與〈筮法〉分類全同，受影響的跡象很顯著。 

〈筮法〉將「十七命」當作卦例的索引之用，在簡編的前半部分欄記述。可是

就是少了前面的「果」與最後一命「祟」，對這兩個命，一個卦例也沒有給。對

「祟」在第 43-51 簡的下半部，用密集的文字記述其原則，48 這種處理方式值得進

一步探索。對「果」只在第二十三節有簡單的原則提示。 

前面卦例的部分，除了十六項之外，還多出一個「 」，在第四節有兩個卦

例。〈注釋〉認為涉及冠禮，這個解釋我認為有商榷餘地。這兩個卦例是：例 1：

「兌（右上）、乾（右下）、坤（左上）、坤（左下）」。說明：「凡 ，數而

出，乃遂。」例 2：「艮（右上）、坤（右下）、乾（左上）、兌（左下）」。說

明：「凡 ，數而入，乃復。」49 如果涉及冠禮，怎會有「乃遂」、「乃復」的

斷辭？再與第十三節「行」的一個卦例比較：「兌（右上）、乾（右下）、坤（左

上）、艮（左下）」。說明：「凡行，數出，遂；數入，復。」50 比較兩者，處

理的方式很相像。就「行」而言，低層民眾的旅行，會遭遇到困難，故需要貞問是

否能遂（「復」作不遂解）。「冠禮」似無這種顧慮。按「 」為「鞭」之古文。51

「鞭」雖然與「弁」字音近，似未聞可以通假，我覺得還是要從原來的「鞭」字來

著想。按「鞭」有「鞭笞」、「鞭辟」、「鞭策」之意，引申可作「驅使」。若貞

問者有需要驅使之事，想知道此事遂否，那當然可以構成一個求神問卦的項目。我

認為這樣解說比較合理。52 

對這種索引式的分類，當然很粗糙，而且很可能有漏失的部分。有些項目就帶

有「雜項」的性質，例如：得、讎、果。「讎」（即「售」），在第七節講得很含

                                                 

1998），〈周官著作年代考〉，頁 319-493，該文原發表於 1932年《燕京學報》第十一期。 
48 〈筮法〉的抄寫者，顯然沒有好好規劃整個抄寫空間：右前面雖然分欄，還是很疏朗，而後面空

間不夠了，第二十六節就抄得十分密集。由本文末所附的「摹寫圖」，很容易看出。 
49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86。 
50 同前引，頁 97。 
51 按《說文解字》第二篇下：「鞭，驅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世界書局，

1962）。 
52 子居認為應用「變」釋此字。然而事物經常會有變化，不分辨往何方向變化，很難成為一個占問

事項。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上）〉，《周易研究》，6（濟南：2014），頁 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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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可能不僅指「售賣」）。第二十三節「果」，更是一個卦例也不給，只將欲貞

問成否之事，分判為大事、中事、小事。又分判為「內事」與「外事」，以為斷卦

之辭的變化作準備。僅第二節「得」，是卦例給得最多的。卦例中並沒有具體的事

實，而其取象卻多變化，這就是「雜項」的徵象。〈筮法〉作者顯然覺得前面所給

的十一卦例還不夠，所以在第十五節又給「小得」四例，作為補充。而最後一例

「邦去政已，於公利分」，顯然是一件大事，卻與各「命」無關，只放在這裡作為

附錄。53 

家屬或朋友瀕臨生死邊緣，是很多人感覺最無助的時刻，往往要求神問卦。

〈筮法〉第一節「死生」的卦例有九個之多，通常「死生」問題，其實就是「會不

會死」的問題，故其斷卦之辭也分為：「死」、「待死」、「將死」、「今焉死」

（還不會死）。第 7-9 卦例加上貞問者的條件：「筮死妻者」、「筮疾者」、「筮

死夫者」。第 1例稍加變化：「其病哭死」。至於斷辭如何與取象連接，卦例中所

舉各種情況：「六虛」、「五虛同」、「三吉同凶」、「三凶同吉」，還要看是否

有不正常的爻數（惡爻處之）「相見在上」，或是否被同一卦在對角線上遮蔽（一

卦亢之），也似乎沒有特殊的形態。大概也是基於術士的秘傳了。 

第三節貞問有關祭享之事，其取象特別苛刻：「月朝純牝」、「月夕純牡」。

大概當時一般民眾不像貴族，祭享並不容易。這與《周易》動不動就言「利亨」，

是很不同的。順帶提一點：《周易》好以「利」字連繫上某一項動作，如「利

亨」、「利涉大川」、「利見大人」、「不利」等。而〈筮法〉則少言「利」

字。我判斷：這可能緣於南方與西方方言的不同。在〈筮法〉中多用「乃」字，亦

然。54 

第十三節「行」與第五節「至」，都是有關旅行的。其斷卦之辭連繫卦位、時

日，與「數出」、「數入」，可是就沒有透露一些有關旅行的細節，不像《周易》

很多的卦爻辭，都出現「利涉大川」。當然在南方的江河水量，四季變化不會像北

方那樣明顯，不會有「大川」可涉。不過雖然旅行的遂不遂，行人的至不至，需要

占問，卻不過問路途情況。我想在戰國的南方，商業較前發達，道路的開闢較以前

為多，橋樑的建築較普遍，55 而舟船的安全程度亦有改進。所以旅行是否成功，

                                                 

53 此條有可能是另一人抄入的，參見本文的「附錄二」。 
54 參見本文的「附錄二」。 
55 《孟子．離婁下》：「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最可顯現戰國時的造橋技術，遠超過春秋時代，

以致孟子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當成理所當然之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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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然因素的關聯不如與政治及治安因素來得重要，故有此分別。 

一般人生活可能遭遇的事項，大致表現在第六節「娶妻」、第十節「瘳」與第

十二節「男女」（生兒育女）。這三節的卦例，對斷卦之辭的取象標準，都不見有

什麼聯想性的關聯。想像這些貞問，求占者往往求自己安心，而不太計較事後的準

與不準。而術士按秘傳原則來作判斷，其用語亦有一定的模糊程度，而不怕事後的

追問。 

第九節「咎」與第八節「見」，都涉及貞問者的人事關係，可以憑個人努力而

部分操控。貞問者希望透過卦象知道，經過努力後是否能免咎，或能夠順利結交到

特別的人物（尤其是上級的「大人」）。斷卦的標準根據術士之秘傳，不具論。唯

這種對「見」與「咎」的事前關心，顯然是人類的基本習性。在《周易》卦爻辭

中，就常看到類似「何其咎」、「咎」、「利見大人」等。 

第十一節「雨旱」、第十六節「戰」、第十七節「成」，都涉及個人無法控

制，而又深受影響的事項。到術士那裡占卦，術士憑秘傳的取象法則來斷吉凶。說

是凶了，可以有一些準備；說是吉了，聽著心裡舒服。無論吉凶都不會影響到日後

的結果。 

可是如果某個人有志從軍，或是有志為官，則「戰」或「成」之事，就不是他

不能控制的事了。對此情形，〈筮法〉的作者特別闢了五節來討論：第十八節「志

事」、第十九節「志事與軍旅」、第二十節「四位表」、第二十一節「四季吉

凶」、第二十二節「乾坤運轉」。 

第十八節寫於第 24-31 竹簡的最下方，第十九節寫於第 32-36 簡最上方（連同

兩個卦例），第二十節是四個四位表，分表在軍中、家庭中、朝廷中、建築物內外

四部位（右上、右下、左上、左下），與所占之卦的對應。這四個表分布在第十九

節的下方。第二十一節與第二十二節寫在第 37-40竹簡上，占了竹簡的全長。56 

這五節的次序使我傷透腦筋。第十八節二十四字（八行，每行三字）塞在竹簡

的最下方，我認為這一小段應在第二十二節之後，剛好在一群卦例下面有一小塊空

白，就塞在那裡。 

因此這五節內容，應該始自第十九節的兩個卦例：「坤（右上）、艮（右

下）、離（左上）、震（左下）」、「乾（右上）、兌（右下）、坎（左上）、巽

（左下）」。下面的說明（兼兩卦例而言）是「凡筮志事，而見同次於四位之中，

                                                 

疏》（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56 唯第 40 竹簡最後六字，屬於第二十三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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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曰爭之，且相惡也。如筮軍旅，乃曰不和，且不相用命。」57 我們很容易看

出，第 1例的四個卦的中間一爻都是陰爻，而第 2例的中間一爻都是陽爻。如果貞

問者欲謀求志事或軍旅事業，而筮得的四卦其中間一爻全同，則所謀必不遂。這一

段先供給一個負面的斷辭，而完全不用四位表。四位表是為配合後兩節設計的，經

過第十九節的淘汰後，再從「四位表」中，找出貞問者所欲的階位所對應的卦（前

面已經解釋過）。如果其卦不是乾或坤，則照「四季吉凶」所述，以定吉凶（吉凶

還分大小）。如果其卦是乾或坤，則以第二十二節「乾坤運轉」所述為補充。所以

〈筮法〉對於「志事」與「軍旅」貞問的斷辭是凶多於吉，用意大概是不鼓勵民眾

走上那條路。可是如果所占之四卦內，有合乎占卦當日或當辰所對應的卦，則按第

十八節所述，無論吉凶，皆有加速的效果。第十八節的斷辭，是加在其他各節

（19-22 節）的斷辭之上，我認為這一小段有抄錯的地方。其他皆將「志事」與

「軍旅」連言，這裡單講「志事」不太合理，第 28 簡最後一個「疾」字，放在這

裡也不相稱，我認為應是「軍旅」之誤。而且這裡的「速」字，58 應指不論吉凶

都加速浮現，而不是如〈注釋〉所言，解為「速得」。 

如此我們對「十七命」斷卦的討論，只剩下一個「祟」（第二十六節）。這個

「命」在〈筮法〉中是很特殊的一節，值得深入研究。 

根據《說文》，「祟」是「神禍」。古時有人遭遇到不幸，往往懷疑觸犯哪個

鬼神，往往用卜筮的方法求知道是哪個神道為祟，以為祭祀作準備。《左傳．昭公

元年》載： 

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59 

諸侯國君的被祟，要追索到古神明實沈與臺駘，而且要靠子產的博學，才能解

釋到底是什麼神。一般民眾的被祟，往求筮者告知為祟者，也是很普遍的事。〈筮

法〉將這一類貞問，連繫到不正常的爻數（四、五、八、九）上。凡是所成四卦

中，有一卦其三爻全為不正常爻數所構，則是為祟的跡象。又按那些數字，來分辨

                                                 

57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05。 
58 〈筮法〉的〈注釋〉謂：「筮占疾病時，則為速瘥。」然第十節「瘳」已談到疾病。這裡憑空出

一「疾」字，又未提「瘥」，我認為應予保留。 
59 杜預注，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宏業書局，1971，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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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一種神鬼為祟。 

〈筮法〉按八卦分為八種為祟者： 

(1) 乾卦之祟：如三爻都是五，那是被滅宗的鬼為祟（因為滅宗而無人祭

祀）。如果三爻全是九，則是山神為祟。如果混有五與九，則是貞問者的父親未

葬。可是如果在晚上占出純卦（純九或純五），則需要對他父親作「室中之祀」。 

(2) 坤卦之祟：需要實行門或行兩種祭祀。若為純四或純八，對象為母親。若

非純，若二八一四，祟者為死奴，要西祭。若二四一八，祟者為吊死鬼。 

以上兩卦之「純」字，我認為指純一種數字而言，我不贊成〈注釋〉所言，純

「一」之乾或純「六」之坤，因為那種卦太多了。60 

(3) 艮卦之祟：祟者為路葬者。其陽爻若為九，則為玃鬼。若為五，則為魃

鬼。 

(4) 兌卦之祟：祟者為被嚇死的女子，或長女為人家的妾而死者。 

(5) 坎卦之祟：一般而言為風伯，或長男之殤者。其一陽爻若為五，則為伏劍

自殺的鬼魂。若為九，則為祟者為雌玃鬼。其二個陰爻若皆為四，則祟者為吊死

鬼。若陽爻為五，陰爻為一四一八，則祟者為磔死鬼（分屍而死者）。 

(6) 離卦之祟：為祟者一般為燒死鬼或落水鬼。若其一陰爻為四，則為吊死

鬼。若陰爻為四，而二陽爻為一五一九，則為長女之殤死鬼。若為二五夾一四，則

為磔死鬼。 

(7) 震卦之祟：一般而言，視占卦的時間，而需要祭祀各該自然神明。其一陽

爻若為五，則為祟者生前為狂者。若一陽爻為九，則需戶祀。 

(8) 巽卦之祟：一般為生育而死者。若陰爻為八，陽爻為一五一九，則為祟者

生前為巫。若二陽爻皆為九，則為「柆、孿子」。61 若一陰爻為四，則非狂者即

吊死者。 

以上是〈筮法〉作者對貞問為祟之鬼神，以及如何祭祀的對策。雖然並沒有講

得十分肯定，我還是假設所涉及的卦，需要全為不正常之爻數。這個假設當然還有

研討的餘地。 

至於附抄的「夫天之道，男勝女，眾勝寡」，如果一定要與「祟」拉上關係，

可能建議祭祀時需要男人多一些，以壓制陰氣。 

                                                 

60 子居亦以「機率顯然太大」，來反對列入「純一」。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

下）〉，《周易研究》，1（濟南：2015），頁 60-71。 
61 「柆」，音「拉」。按《說文解字》卷六上：「柆，折木也。」段注：「此與手部拉義殊。」疑

為爬樹折木而跌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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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筮法〉性質的猜測 

由〈筮法〉的內容看來，它代表一支民間的占卦傳統。這支傳統沉默於歷史的

廢墟中已久，到最近才透過考古的發現，浮現出來。 

《清華簡》出土已久，一切原始埋藏的跡象都已消失，這對考古不利。現在一

般的共識，多認為這批竹簡埋藏的時間，最早大約在戰國中期。但是也沒有理由認

為，埋藏的時間不會晚至戰國末期。甚至不同批的竹簡，埋藏的時間亦不同。出土

的地點在南方，受楚文化影響的地區。就這些微薄的資訊，也許可以作一些猜想。 

中國當時的占卦傳統，一向以《周易》為主體，《周易》開始於西周初期的上

層貴族，到春秋時，已為中原各諸侯國所普遍接受。到戰國時，並在原來的基礎上

衍生出〈十翼〉。〈十翼〉各篇的作者，普遍受戰國諸子（儒、道、陰陽等學派）

的影響，而有哲學化的趨勢。可是另一支象數的傳統，卻在中下層社會中成為潛

流，到漢代才會光大。其實這些潛流，也是建基於〈十翼〉的龐大系統上，尤其是

〈繫辭傳〉、〈文言傳〉與〈說卦傳〉。 

南方受楚文化影響的地區卻有些不同，楚國的貴族似乎對《周易》沒有興趣。

《左傳》與《國語》記載了二十二次春秋時占易或引易的事例（包括二次其繇辭不

見於今本之例，這可以用卦爻辭的演化解釋）。若以國別來分類，則晉佔十次，魯

佔五次，秦鄭各佔二次，齊衛陳各一次。南方各國一次也沒有。陳國的那一次（魯

莊公二十二年）也是在初期，後來進入楚文化圈，就未聞有占易之事。62 我們知

道楚國政府有龜卜的建置，《左傳．桓公十一年》載：「莫敖曰：『卜之』，〔

廉〕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楚國卿大夫

與廉一樣想法的人還不少。另一例，是楚靈王在篡位前卜不吉，乃投龜於地，見

《左傳．昭公十三年》之追記。 

楚國歷史上不少重要的決策，似乎都未謀之卜筮。例如魯僖公二十八年，因為

信任成得臣（子玉），而導致城濮之戰。在前一年，蒍賈的批評已預言「子玉剛而

無禮，不可以治民」。可是楚成王還是派子玉出去。到了城濮之戰失敗，楚成王又

縱使子玉自殺。又如魯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楚共王信任公子側（子反），明知子

反好酒而不顧。到後來召子反不至，又輕易放棄。到後來又用酸話，逼子反不得不

                                                 

62 可能楚國貴族自認為與周為敵體，因此不願意用由周室發展出來的《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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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這些決策，本來稍微遲疑一下就可以改變。如果謀諸卜筮，就可有遲疑的餘

地。我只能假設在春秋時，楚國貴族不大有卜筮的習慣。上層貴族沒有人倡導，下

層社會的占筮傳統，就只能靠師徒傳授，以作自然的演化。63 

也許可以舉《周易》在北方的遭遇作為對比。《周易》開始時，當然也是民間

師徒相傳的占卦方術，也許源流綿長（也許始於殷商之時）。為了某些未知原因，

受到周王室的青睞，從此有整個官僚系統來支援發展（周室的太卜、太史等），有

足夠的人手收集下層社會的卦例與斷卦之辭。只有在這樣的支援下，才能發展成有

系統的卦辭與爻辭。64 在西周之時，《周易》始終只是《周禮》的一部分，侷限

在上層貴族範圍，成為一件神聖的傳統。而民間的傳承，並不受到影響。可是到了

春秋，王室的治權下移到各諸侯國，連帶很多《周禮》的系統，也被這些諸侯國吸

收。隨著教育的開始下移，《周易》的影響也擴散到下層貴族（士）。這時就有很

多可能情況，與民間本有的傳承作資訊交換。結果就成了上層社會的〈十翼〉，以

及下層社會的象數潛流。因為《周易》卦爻辭，本來已成一個龐大的系統，所以

〈十翼〉以及象數，也有樣學樣大量系統化。 

可是在南方，由於沒有貴族所建立的系統骨架，其傳承的表現就遠較北方鬆

散。這是我們在閱讀〈筮法〉時都可以感受到的。 

在西周以前，西方的筮卦傳承也許同樣鬆散，也許更為超過。那些傳承也許與

現有的〈筮法〉有同一個祖先，也許其中包含有八經卦（以數字九、八、七、六表

                                                 

63 近來的考古發現，有一些占筮記錄與楚國的貴族有關。例如「包山竹簡」第 233 簡，涉及「大司

馬悼愲」（不僅於此一簡出現）。參見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6），「附錄二」。「天星觀楚簡」編號 15 之 1，有「左師虍（從口）」，見許道雄，〈天星

觀 1號楚墓卜筮禱祠簡釋文校正〉，《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3（長沙：2008），頁

8-14。這些卦都與《周易》不同，而與〈筮法〉一樣，是數字卦（唯數字「四」似未出現）。其

占筮時間：「包山楚簡」晚至楚懷王時代（見《包山竹簡初探》第一章第二節之考證）。「天星

觀楚簡」的占筮時間，雖沒有考證結果，然而其用辭與「包山楚簡」相近（例如「包山楚簡」第

145 簡，與「天星觀楚簡」編號 16，都出現「郙客」（「郙」可能同「亳」））。所以這些後期

的占筮，可能是下層社會的占筮系統，反過來影響貴族。在晚期，楚的國力減弱，貴族的自信心

亦減弱，故我前面的結論，還是對的。相關研究也可參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後來我又看到有關「葛陵楚簡」的研究，見邴尚白，《葛陵楚簡

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9），第 3 章；王化平、周燕，《萬物皆有數：數字卦與先秦

易筮研究》，「附錄」。那也是數字卦，不屬於《周易》系統。亦有受到民間影響的可能，時間

可能早到肅王時，顯示悼王之死，為楚國國力減弱的關鍵時刻。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猜想。 
64 就是因為如此，卦爻辭才會有一致的專用字，也會出現一貫之體例。如從一群爻辭抽取關鍵字，

作重卦之卦名，如「咸」、「井」等。屈萬里教授即由此而堅持「卦爻辭成於一手」。見屈萬

里，〈周易卦爻辭成於周武王時考〉，《臺大文史哲學報》，1（臺北：1950），頁 81-100，亦收

入黃沛榮編，《易學論著選集》，頁 14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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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也許包含有「疊卦」的雛型，也許包含有「之卦」的雛型。因為《周易》已

經與這些原始傳承離開很遠，所以無法由《周易》去追索其原型。現在我們有了

〈筮法〉作比較，可以想像原來就已經分別了陽爻與陰爻，並且取象為男與女。只

要假設這兩種傳承有共同的祖先，則由〈筮法〉發現，有些跡象也出現在〈說卦

傳〉的章節內，就不會覺得很奇怪，因為它們的確有某些關聯 (correlation)。可是

千萬不能將「關聯」解釋成「因果關係」(causation)。換言之，不能因此認為〈筮

法〉受了〈說卦傳〉的影響。因此我一再反對〈注釋〉內，引用〈說卦傳〉第十章

「震，一索而得男……」的那一段，來解釋〈筮法〉的取象法則。65 

也許可以引用生物學的一個隱喻來說明。由於地緣的隔離，哺乳動物在澳洲演

化為有袋類，在其他地區演化為胎盤類，可是不能說胎盤類就是由有袋類演化而

成的。 

同樣需要小心的，是由〈筮法〉內發現一些跡象，與後世輯佚的《歸藏》有

關，就推翻《歸藏》是偽書的論點。我們知道殷商的貴族，非常依賴甲骨的貞卜

術。而由目前發現的大量卜辭中，沒有筮易的痕跡，因此至少在殷商後期，民間的

筮卦傳承，是得不到王室的支援。因此很難相信在殷商時期，就已發展出一套與

《周易》媲美的《歸藏》系統。「三易」的說法，出自戰國末期出現的《周官》，

本來是一個龐大的「烏托邦」系統（漢代將《周官》追尊為《周禮》，其記載才變

神聖化）。一個可能性是在漢魏時有一些類似〈筮法〉的竹簡出土，被偽造《歸

藏》者所利用。其書因未能立學官而失傳，可是留下一些零碎資料，讓後世輯佚者

收集。可以說〈筮法〉與那些輯佚資料有關聯，但若說〈筮法〉出於一部完整的

《歸藏》，就太過分了。66 

在這些批判後，我還是要讚嘆〈筮法〉釋文的整理與出版，這使我們進一步瞭

解下層社會筮卦的傳承與演化。這在文化史上很重要。李學勤教授所花費的精力，

對學術的貢獻巨大無比。 

我說「下層社會」，是因為在戰國中期，那些占卦術士還不大可能真正屬於平

                                                 

65 有關此問題的原始考慮，請參閱李學勤，〈清華簡《筮法》與數字卦問題〉，《文物》，8（北

京：2013），頁 66-69；廖名春，〈清華簡《筮法》篇與《說卦傳》〉，《文物》，8（北京：

2013），頁 70-72。然在〈注釋〉中表達得更清楚。 
66 請參閱李學勤，〈《歸藏》與清華簡《筮法》、《別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長

春：2014），頁 5-7。此文只強調〈筮法〉與《歸藏》有關係，而未涉及「因果關係」。而程浩雖

主張〈筮法〉與《歸藏》有關係，但亦表明這種出土文獻，是否確為《周禮》所稱《歸藏》，

「目前尚沒有直接的證據」。程浩，〈清華簡《筮法》與周代占筮系統〉，《周易研究》，6（濟

南：2013），頁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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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他們至少識字，識數字，能作初步的推理。而在戰國中期，教育還沒有普及到

那個地步，所以也不能排除那些術士，屬於落魄的低層貴族。 

現在應該可以猜一猜：寫滿〈筮法〉的那一張竹簡編排，是什麼性質？我猜那

是一個術士徒弟，從他的師父那裡抄來的一張占卦秘笈，以供他進入占卦職業之

用。這份秘笈他平常捲起來不示人，只有在發生疑義時，才打開來研究。至於扐占

成卦之法，那更是秘傳的一部分，連秘笈上也不會講。就這樣等他年老的時候，他

會將這份秘笈連同成卦法，再傳給他的徒弟。如此一代傳一代，就構成當時南方占

卦方術的傳承。 

 

（責任校對：孔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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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筮法〉摹寫圖 

 

（圖片來源：《清華簡（肆）》書末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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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昭穆」與「妻夫」臆解 

〈筮法〉的〈釋文〉認為，〈筮法〉採用了〈說卦傳〉（或其前驅者）第十章

一段：「乾，天也，故稱乎父。……兌，三索得女，故謂之少女。」因此在〈筮

法〉中，很多卦的解釋都引以為說，遇到第八、九兩節出現「昭穆」的名詞，認

為：「『昭穆』在宗法指兩個世代」。因此在卦例中，「下乾、坤男女相對；上

艮、離亦以少男、中女相對。」67 解釋為與「昭穆」之象相合。我在前文中曾表

示懷疑，然而沒有就此問題深入討論，在此附錄中，我會做一些補充（不列第二十

三節，因無卦例）。 

〈筮法〉的所有卦例中，我只看到將八經卦分判男女的取象，而看不到用輩分

來取象的跡象。例如第二節「得」第 4、5卦例： 

卦例 4：坎（右上）、震（右下）、震（左上）、巽（左下）：三男同

女，乃得。 

卦例 5：坤（右上）、離（右下）、兌（左上）、乾（左下）：三女同

男，乃得。68 

用每一卦三爻數字之和為奇或偶，作為分判男或女的條件，我們很容易看出：

坎、震、乾皆為男，巽、坤、離、兌皆為女，分別滿足二卦例的「三男同女」及

「三女同男」條件。可是如果要顧及「世代」，則卦例 5涉及二個世代，卦例 4僅

涉及一個世代。而在「說明」並沒有涉及世代的字眼，使人懷疑世代到底有多重

要。我分析所有的卦例，除非將第八節卦例 3，以及第九節的唯一卦例所提到的

「昭穆」，硬當作世代來理解，此外都沒有提及世代的地方。而「昭穆」的解釋，

正是問題的重點，如果能找到另外解釋的方式，則可以建立一個可能的結論：〈筮

法〉中並不重視〈說卦傳〉所提的世代。按「昭穆」之名稱，除了涉及世代，也涉

及宗法禮節。在春秋戰國時，貴族之宗廟皆按「右昭左穆」排列，墓葬亦然。不僅

如此，當廟祭之時，子孫亦按「左昭右穆」排列，以致「左昭右穆」成為眾人皆知

                                                 

67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91。 
68 同前引，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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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語。我認為〈筮法〉的「昭穆」，就是利用這個成語來對卦位的取象。69 

在第二節第 2、3卦例，〈筮法〉提出卦之「左右」性質： 

卦例 2：離（右上）、艮（右下）、巽（左上）、坤（左下）：三左同

右，乃得。 

卦例 3：坤（右上）、兌（右下）、兌（左上）、離（左下）：三右同

左，乃得。70 

〈注釋〉利用第二十四節的卦位圖，在「坎巽之間」與「乾離之間」劃一直線，將

八卦劃分為兩部：坎、坤、兌、乾屬右，巽、震、艮、離屬左。用此判準看上述兩

卦例，則卦例 2為三左一右，卦例 3為三右一左，合乎其說明。再用此判準，來看

第八節卦例 3，以及第九節的唯一卦例： 

  離艮  左左       離巽   左左 

  坤乾  右右       坤乾   右右 

（第八節卦例 3）     （第九節唯一卦例） 

此二卦例在「說明」中，皆涉及「昭穆」。而其左右卦的位置，皆為上面兩個左，

下面兩個右。用「左昭右穆」的成語來表示，就成為由上至下的「昭穆」。我認為

這樣的解釋，要比〈注釋〉訴諸「二個世代」自然多了。當然，後一個卦例的取

象，除了「昭穆」之外，還有「妻夫」與「上毀」。由四個卦的位置，可以發現都

會相合。例如「上毀」，指上面離與巽兩卦都屬女，不能相配。「妻夫」則指下面

的乾與坤相配。事實上，「妻夫」這個名稱，在全部卦例中出現三次（「妻」在

「夫」前，很怪）：第二節例 1，第七節例 1，與第九節的唯一例，只有第七節例

1 稱「妻夫相見」。不過仔細考慮後，我覺得「妻夫」是「夫妻相見」的簡稱。而

既云「相見」，就要左右相鄰。故第二節例 1，指的是上面的乾與坤。第七節例

1，指的是上面的艮與兌。第九節則是下面的乾與坤。 

至於第二節的「妻夫同人」，我認為應作「妻夫」、「同人」。「同人」指在

左右兩個疊卦中都有坤卦，〈注釋〉似乎將兩個獨立的取象結合了，有點不自然。 

                                                 

69 王化平也將祖先的二個世代，解釋成父母子女的二個世代。我覺得很勉強。王化平，〈讀清華簡

《筮法》隨札〉，《周易研究》，3（濟南：2014），頁 71-76。 
70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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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筮法〉的一個特殊卦例 

〈筮法〉第十五節「小得」有四個卦例，前三個很正常，第 4卦例則很特殊。

列在下面： 

卦畫：坤（右上）、乾（右下）、巽（左上）、震（左下） 

說明：邦去政已，於公利分。71 

這個簡單的卦例，寫在竹簡第 30、31 號的第三欄位。表面上看不出什麼特別，多

想一想就發現一大堆問題。72 

首先吸引我的是那個「利」字。我們知道在《周易》的卦爻辭中，到處都是

「利」字，如「利貞」，「利見大人」、「不利」、「利建侯」、「利用刑

人」、「攸利」、「利涉大川」、「不利為寇」等等，簡直不勝枚舉。可是在

〈筮法〉中，卻幾乎看不到這個字。好容易在第十五節看到這個「利」字，我還想

多找一些事例，可是沒有。整篇〈筮法〉，「利」字只出現這一次。 

這讓我進一步去追索其他的字。我發現八個字中，倒有五個（「政」、

「已」、「公」、「利」、「分」）在〈筮法〉中僅出現一次，「邦」字在第二十

九節再出現一次：「邦有兵命」。73 可是又寫得不同，兩處都將「耳朶旁」寫在

左邊。可是第十五節的「邦」下面還多一個「土」字，而上面右邊的「丰」字只寫

二橫，而二十九節的「邦」有三橫。 

再追索「去」字，這在第十二節出現兩次：「上去二」、「下去一」（第

19、20 簡）。74 可是「邦去」的「去」，上面的「土」的兩橫簡單地下垂。而在

第十二節的兩個「去」，上面兩橫向下彎得很誇張。這驅使我假設第十五節的八個

字，是不是另外一個人寫下去的。 

還有一個最普通的「於」字，除了第十五節，還有四節六處出現：(1) 第二節

                                                 

71 同前引，頁 101。 
72 子居認為此卦例仍為「小得」的一部分。然斷卦之辭，毫無「得」的意味。「避禍手段」云云，

未免太勉強。子居，〈清華簡《筮法》解析（修訂稿上）〉。 
73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120。 
74 同前引，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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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於陽」、「入於陰」（第 13、14 簡），(2) 第十九節：「次於四位之中」

（第 33 簡），(3) 第二十一節：「於四位是視」（第 39 簡），(4) 第二十九節：

「作於上」、「作於下」（第 61 簡）。75 可以從竹簡的照相複製版上看出，下六

個「於」字，下面三根平行線，都與右邊的一斜豎獨立，而第十五節的「於」字，

則最上那根線連續到右邊的斜豎。這顯然是兩個人的筆跡（如果一定要說是同個人

寫的，那也必定是不同時期的書法）。在前文中，我曾假設整張簡篇是徒弟從師傅

那裡繼承的秘笈。我們可以繼續假設，那徒弟自己執業後，聽說一件邦國反覆事

件，又涉及一次占卦，就將所聞記錄在簡篇的空白處，以備將來可能會用到。從

〈釋文〉所附的簡篇圖看來，在第 30、31 簡的第三欄（在「四位表」旁邊），的

確有一個空缺，右邊與「小得」的三個卦例不類。上邊已被「貞丈夫女子」的兩欄

佔滿，下面第四欄又被「戰」與「成」的四個卦例佔滿。那個空缺正好用來填寫他

的新知。 

就那個卦例的內容來說，「去」應作「除」解，「已」應作「止」解。「邦去

政已」是說：國亡了，施政也停止了。「於公利分」是說：這時這個公國的領地很

容易被瓜分。〈注釋〉也是這麼講法，可是又懷疑：「似與稱王之楚國不合」。 

其實楚固是王國，下面還是有公。在《左傳》中就見到「申公」、「白公」、

「葉公」的名稱，76 戰國時當會更多。《左傳．哀公十二年》記載白公勝作亂，

最後被攻滅之事。白公勝本是楚太子建之子。楚子西將他由吳召回而立為公。後為

伐鄭之事與子西交惡，遂殺子西而劫惠王，後為葉公沈諸梁所敗而自殺。這不過是

一個例子，說明在楚國也可能發生公爵之國被滅，其領地被瓜分之事。白公之亂在

春秋末期，到戰國時，楚國的政局更為動盪，所以現在我們不可能知道，〈筮法〉

中的「公」到底是哪個公。 

〈注釋〉懷疑，這個卦例是一次實筮的記錄，且懷疑其取象為：「震長男在巽

長女之下，顛倒不當，故云失政。」其實卦例的說明，並沒有交待斷卦之辭的由

來，則任何猜想都很自由，也可能有人看到，右邊坤居乾之上，而以乾坤顛倒為失

政之主因。77 據我看來，唯一可確定的，是這次占筮未受《周易》的影響。因為

                                                 

75 同前引，頁 83、105、108、120。 
76 《左傳．莊公三十年》杜注：「申，楚縣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則楚之「公」，相當於後

世之「縣尹」。然「公」之名，既習見於《左傳》，則其名當亦為楚人所習用。其處官之地，固

不同於周室之「公國」，然而其幅員往往相當於以前的一國（往往每亡一國，即以其地置一

縣）。而尹其地者，皆楚國之上層貴族，且其子孫亦多有以食邑之地名為氏。在一般人的觀念

中，與周室之「公」，相差亦不會太遠。 
77 我有一個狂野的想法，寫在這裡留個紀錄。這支卦，可能在楚漢之間，由項羽的謀士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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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照《周易》將上下卦解釋成重卦，則右邊成泰卦，左邊成益卦。兩卦都不是很壞

的卦（僅泰上六貞吝，益上九凶），可見此卦例的吉凶與《周易》無關。而且這個

卦例，也與〈筮法〉的主要精神不符，因為〈筮法〉除此之外，沒有特別涉及政事

的地方（連「政」字也沒有）。 

〈筮法〉是將政事歸作「志事」當作一類，與「軍旅」皆作特別處理。可知大

部分向〈筮法〉主人求占的，皆為一般民眾，僅有少數人進入政界或軍界，故其占

筮的處理與一般民眾不同。至於第十五節的那個卦例，涉及的不只是個人，還涉及

整個公國民眾的流離失所（如果遭遇到大型戰役）。對〈筮法〉的主人來說，可能

很少遇到，所以只從別的地方採錄一個卦例，抄寫在簡篇的空白處，以應不時之

需。也因此帶進了一個別處少用的字眼：「利」。 

〈筮法〉其他地方，不但沒有「利」字，連「趨勢性」的字眼，如「宜」也沒

有，其斷卦之辭總是非常直截乾脆。常見的字眼是「乃」與「凡」。其例不勝枚

舉，如： 

第一節第 7、8、9卦例：乃曰死，乃曰將死 

第二節第 1、2、3卦例：乃得 

第三節第 1卦例：凡享……乃饗 

第六節第 1、2卦例：凡娶妻 

第八節第 1、2卦例：凡見 

第十二節唯一卦例：凡男……中男乃男，女乃女78 

到後面涉及原則的部分，「凡」與「乃」兩個字用得更多，不再舉例了。 

「乃」字雖然是一個很普通的字，可是在〈筮法〉中都有「就是」、「就

會」、「就成」的意義。我們很可以用《周易》來相比，《周易》的卦爻辭中完全

沒有「凡」字；79「乃」字雖有幾個，都有特別意義：屯六二「十年乃字」作

「才」解。隨上六「乃從維之」作「於是」解。萃初六「乃亂乃萃」作句首助辭，

六二「孚乃利用禴」作「於是」解。困九五「乃徐有說」作「然後」解。革卦辭

「已日乃孚」作「才」解，六二「已日乃革之」作「才」解。 

                                                 

「邦」與「政」皆是人名，當時楚已抑制了劉邦（邦去），而且秦國也完了（政已）。因此可以

放心分封諸侯了（此處「公」應作「公義」解）。 
78 李學勤主編，《清華簡（肆）》，頁 80、81、85、88、96。 
79 哈佛燕京學社編輯，《十三經引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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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與〈筮法〉的用法不同。由〈筮法〉斷卦之辭的直截，可以意會到第十

五節中「於公利分」的特殊，也突顯出其別有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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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言 

我在本文快寫完時，才得知王化平、周燕《萬物皆有數：數字卦與先秦易筮研

究》，談及《清華簡》中的〈筮法〉。此書有不少地方可以與我的意見相發明，不

過我的文章不想再改了。除了在關鍵部分表現在注腳外，謹在下面附加一點想法和

二點商榷。 

〔想法〕 

關於第三章〈王家台秦墓“易占”簡研究〉其中已用重卦後的卦名，可見是後

出的。按秦墓建於楚之郢都附近，其時間一定在秦佔郢都之後。再按：秦本來繼承

了《周易》的傳統。不過《周易》到了戰國末年已不夠用，秦墓之簡應為一種嘗

試，將後出的神話，附會進《周易》之內。這類嘗試當時一定不會少。而且未經秦

火，一定被漢人繼承，就被偽著《歸藏》的人所吸收。不過《秦墓易占簡》對這些

神話只是點到為止，而漢人的《歸藏》又加進不少後出的神話。 

〔商榷一〕 

第四章第四節：我也想過「一」是「七」簡寫的想法，可是〈筮法〉在竹簡末

端的記數，「三十六」簡寫了「六」；「十九」、「廿九」、「卅九」、「四十

九」、「五十九」，皆簡寫了「九」；「四」、「十四」、「廿四」、「卅四」、

「四十四」、「五十四」皆至少簡寫一個「四」。而「七」始終不見簡寫。「十

七」、「四十七」、「五十七」還特別將「七」的一豎加長，好像與「十」作分

別。戰國時「七」本有簡寫為「 」，中間加一點，放在卦畫中也很方便。故我

覺得是〈筮法〉的作者，或是當時的一群術士，主動地不想透露出，以「一」代

「七」的用法。 

〔商榷二〕 

同節「占法」問題，〈筮法〉只提「扐」而未提「分」、「揲」、「掛」的步

驟。我試過增加蓍草數目，以適應《周易》的揲與掛。結果發現「八、五」、

「九、四」出現的次數一定是漸降的，不會如〈筮法〉卦例的驟降。我在本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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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曾提出一個很大膽的猜想，拿十三根竹簽，用手指拈取一部分，以此解說

「扐」，沒有「分」、「掛」，也沒有「揲」。如果在拈取時，避免取出或留下之

數目，等於或小於三，則由於心理的影響，很容易拈取其半，即「六、七」，而對

邊緣的「五、八」、「四、九」驟降，80 我現在還是覺得，這是最可能的成卦步

驟。畢竟，〈繫辭傳〉的複雜過程，應該是逐漸演化成的。如果〈筮法〉保存了

《周易》初成形時的一些做法，那應該是較原始的過程才對。 

〔再附言〕 

寫作本文時也想到，大陸可能有不少資料可供參考，但因資源有限，蒐集不

廣。由於〈筮法〉與傳統的《周易》相異非常大，因而疏忽了《周易研究》這項期

刊。蒙審稿人提醒，改稿時我盡量在注腳列入有關文獻，並在文末的引用書目詳列

出處（絕大部分出於《周易研究》，小部分散見各大學的學術刊物）。謹向審稿人

致謝。 

                                                 

80 賈連翔仿《周易》成卦方法，來計算各爻數出現之機率（當然要多兩變）。然而不能解釋「不正

常數字」的驟降（而非漸降）。我在注 10 對劉彬的嘗試也有同樣的懷疑。賈連翔，〈清華簡《筮

法》與楚地數字卦演算方法的推求〉，《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3（深圳：

2014），頁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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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ccult Bamboo Tablet for Ancient Fortune Tellers: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ifa” (Divinatory Methods) 

Lee Yee-yen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lai@mx.nthu.edu.tw 

ABSTRACT 

The recently published annotation of the “Shifa” 筮法, which appeared in the 

Tsing Hua Bamboo Manuscripts (Tsing Hua jian 清華簡), indicates tha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there existed in the south (the area influenced by Chu 楚 culture) a 

long-standing tradition of divinatory art (zhanbu 占卜) based on the eight trigrams 

(bagua 八卦). The fortune telling practice described in the text used four of the 

trigrams, which were each comprised of three numerical strokes (shuzi yao 數字爻).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this tradition bares some resemblance to tha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Zhouyi 周易), its origin is actually much older. For this reason, the Book 

of Changes’ “Shuogua zhuan” 說卦傳 commentary is not useful for interpreting the 

“Shifa”, as is conventionally claimed. 

Key words: Tsing Hua Bamboo Manuscripts, “Shifa”, Book of Changes, “Shuogua 

Zhuan”, numerical div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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