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湟水斋精注《指掌赋》 刘科乐撰

1

卷一卷一卷一卷一 开启宗门开启宗门开启宗门开启宗门

https://www.fozhu920.com



湟水斋精注《指掌赋》 刘科乐撰

2

第一章 大六壬立名总义

缘 起

大六壬，相传创式于一场远年的战争。那时的华夏大地，幅员既不辽阔，物产也不丰富 ，

一片莽荒，鸿蒙未开；林立的原始氏族之间，为了争夺水源、草场、食物等生活资源，战争

频仍。

其中，有一个“九黎”氏族，掌握着冶铜的技术，擅长制造尖兵利器，科技可谓领先。

他们的首领蚩尤，善用天时、地利之变，布迷阵以诱敌。入瓮的敌军，往往陷于苦战，最终

难逃覆灭的厄运。

蚩尤统率着骁勇嗜战的九黎族勇士，战黄帝于涿鹿。那场战争，黄帝本无胜算。当此危

亡之际，一位引后人亘古遐想的神灵――玄女，降自九天，传授黄帝兵法，黄帝因之造指南

车，大破蚩尤。而在这部神奇的兵法中，就有被后世神为“玄女式”的大六壬。

浪漫的神话相传数千年而不泯，这怎不令吾辈炎黄子孙对华夏文明的深远与广博心生敬

畏呢？在神话的承载下，静静流淌过历史长河的，则是传习不断的三式绝学。

一、立名

诀云：六壬通万变之机

《四库全书·六壬大全》提要记：“六壬与遁甲、太乙，世谓之三式，而六壬其传尤古。

或谓出于黄帝、玄女，固属无稽。要其为术，固非后世方技家所能造。”清人程树勋在《壬

学琐记》1中也有相关佐证：“太乙、奇门、六壬，古称三式。愚以为六壬最先出，奇门次出 ，

太乙晚出。何以明之？观六壬纯用干支神将推演，并不用九星八门、文昌、计都等项，以是

知其先出。奇门所用天三门、地四户、天马方则采用六壬矣。太乙所用九星、八门、五符等

类，则采用奇门六壬矣，以是知二书皆在六壬之后也。”可见在三式中，六壬的成式时代相

对较早，是史学界、经籍志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图一 出土于西汉夏候灶墓的“六壬式”

1 以下简称《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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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壬之为术，考其名义，总不出玄女神授说、六甲之壬说与五行生成说。《太白阴经》

认为：“玄女式者，一名六壬式，玄女所造，主北方万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

此说以玄女神授和六甲之壬为据。且如《六壬视斯》云：“天干凡十，而课独取于壬者，盖

壬乃阳水，天一生水，为数之始，壬寄在亥，亥属乾宫，亦《易》卦首‘乾’之义也，此立

名之宗也”；《四库全书·六壬大全》提要云：“大抵数根于五行，而五行始于水，举阴以

起阳，故称‘壬’焉；举成以该生，故用‘六’焉”。此二说以五行生成说为据。

今人不能稽古，往往巧立异说，以图哗众取宠。如据“壬寄在亥，亥属乾宫，亦《易》

卦首‘乾’之义也”，称“壬、甲之为术，皆本纳甲，盖“乾宫甲子外壬午，子寅辰午申戌”，

法以乾卦内三爻纳甲，外三爻纳壬，故奇门遁甲，六壬遁壬”。其实纳甲法创自西汉元帝时

人京房，而六壬、遁甲的创式远早于此。谓先祖据孙辈易理创式，不过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易

学家”，必归术数起源于《易》而后快，才闹出的笑话。

其实，遁甲、六壬的创式，无不本乎历法，理取一年首始之义。在农历年中，月始建寅 ，

甲寄其中，故有遁甲。古称遁甲为“六甲”，是其明证。同理，一年中日始躔娵訾，壬寄其

中，故名六壬。遁甲体现了月宿行度的开始，六壬体现了太阳躔度的开始。二者无不源于重

视岁首的理念。

二、总义

诀云：大为国而小为家

人心无常，事世变迁，大道沓冥，天机难测。此所谓“万变之机”也。诚如《大学》云 ：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

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纵然机变万端，但上至圣贤，下遍黎庶，人心所系，无非

家国天下之变也。

六壬之用于预测家国天下的案例，最早见诸于汉赵煜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 》。

如《四库》提要云：“《吴越春秋》载伍员及范蠡鸡鸣、日出、日昳、禺中四术，则时将加乘

与龙、蛇刑德之用，一如今世所传”。

禺中、鸡鸣，伍员所占。禺中之占，因楚平王听信谗臣费无忌之计，欲杀太子建与太子

太傅伍奢。伍奢有二子，长曰尚，次名员，即亡楚之臣伍子胥。平王派遣使者召而诛之，以

决后患。伍尚欲往，子胥曰：“尚且安坐，为兄卦之。今日甲子，时加于巳，支伤日下，气

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大意是说，课象表明时政有君臣相

欺凌、父子相欺骗之凶兆，应召入朝，必死无疑。后来除伍子胥连夜逃往吴国外，伍家父子

眷属悉数被杀。

鸡鸣之占，因吴王有释放勾践之意，子胥谏之：“且大王初临政，负《玉门》之第九，

诫事之败，无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甲戌，岁位之会将也。青龙在酉，德在上，

刑在金，是日贼其德也。知父将有不顺之子，君有逆节之臣。”吴王不听，勾践归越，后竟

灭吴。

日出、日昳，范蠡所占。日出者，适越王闻吴王有赦彼之意，范蠡曰：“大王安心，事

将有意，在《玉门》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阴后之辰

也。合庚辰岁后会也。夫以戊寅日闻喜，不以其罪罚日也。时加卯而贼戊，功曹为腾蛇而临

戊，谋利事在青龙，青龙在胜先，而临酉，死气也；而克寅，是时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

之事，上下有忧。此岂非天网四张，万物尽伤者乎？王何喜焉？”后果应伍子胥谏言，复囚

越王于石室。

及赦之，至三津之上，仰天叹曰：“嗟乎！孤之屯厄，谁念复生渡此津也？”谓范蠡曰：

“今三月甲辰，时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还归故乡，得无后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

直视道行。越将有福，吴当有忧。”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终于在公元前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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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灭吴。此即日昳之占始末。

以上四例均为预知国政而占，但祸福所系，却应乎人。所以国祚修短、朝野政务等国计 ，

无不关乎民生。符合时运的国计之有益于民生，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可窥一斑。

而那种一味追求所谓发展，盲目追逐物质利益的国计，一旦时运相背，国运衰替，就必定会

危及民生。这方面，祸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不失为一警醒世人的沉痛教训。

至小于百姓日常人事之占，古今论述、案验繁多，勿庸多赘。

原注称“家国要从地盘分野处看，若单论家宅，则惟在支上看可也”，非关扼要。有谓

干大为国、支小为家者，尤属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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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干支定象

如所周知，传统术数学包括命相学、易卦学、式法学三大类。其中，最为普罗大众的八

字命理，其年、月、日、时四柱多为横向书写；以梅花易数和火珠林六爻为代表的易卦学，

则统一纵列卦象；而奇遁、星命等，均为环形的式盘或星盘。

从心理学角度讲，不同的书写格式，对解读者会造成特殊的心理暗示。在纵、横、圆盘

三种书写格式中，圆形式盘能给人周全圆满的视觉暗示，人事断应自然就会相对较为全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式法断验精准，被普遍认定为高级术数学的原因所在。在式法中，壬式的书

写格式尤为不同，既有圆形式盘，又有横列的干支四课和纵向的三传，为解读者提供了纵横

往复的多视角，从而为断应如神、巨细弥遗、算无遗策，奠定了稳定合理的思维架构。

那么，这一架构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一、日辰干支

诀云：日辰定动静之位

凡占，课末传而先明日辰。干支不明，事无准绳。

夫占日者，起心动念欲占某事之日也。今人每好奇巧，有抽签以定活日干支者。如先抽

得九，则干用壬；次抽得五，岀支辰，活取壬辰日。如干得双数，支得单数，干支差迭则重

抽。然占日一变，时将皆错，何从取验？如 2009 年 1 月 17 日占某事，干支为戊子年丑月壬

戌日，未交大寒，以值事丑将加某时起课决之。若活取壬辰，丑将值事期间，并无其日；前

推，则 2008 年 12 月 18 日为壬辰，时将尚在寅；后推，则 2009 年 2月 16 日为壬辰，不独

时将错乱，太岁、月建并差，已换己丑年寅月子将，课因何立？

综上所述，唯以动念求占之当下日辰为用，始为准的。

二、干支定象

诀云：日为人而辰为事

凡百人事，均可用日辰干支作表，故首要区分者，干支定象。我的干支定象法，稍异于

传统的干支定位法；干支定象法能兼赅定位法，理兼摄故，因象定位。

如前已明，干为阳，为天；支为阴，为地；干阳动而出乎外，名“外事门”；支阴静而

守之内，为“内事门”；干为人，为主而位尊；支为事，为客而位卑。此总纲也。在实占中，

干支定位随类而异，所主各别，象数既分，吉凶立判。故此，刘氏断应法提出了因类取象、

以象定位的新思路。这一思路不再是简单的抽象原则，而是具象化了的事类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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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月将加时

诀云：月将加时

一、月将

月将即太阳躔度，壬式的占断八门称月将为“值事门”。在天文学上，把太阳在天空中

穿行的视路径形成的大圆，即地球公转轨道面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太阳在天球

上沿着黄道一年转一圈，为了确定其位置，人们把黄道划分成十二等分，每份 30°°°°，，，，以便计

算太阳躔度。

如果以黄道基本圈为平面，拉一条垂直线，垂直线与天球的交点为黄极点。其中，接近

天北极的黄极点为黄北极。从黄北极进行观察，地球绕太阳作逆时针方向的公转，因此，太

阳躔度循黄道十二宫每月逆行一宫。具体躔次如下：

雨水后日躔娵訾，正月亥将。春分后日躔降娄，二月戌将。

谷雨后日躔大梁，三月酉将。小满后日躔实沈，四月申将。

夏至后日躔鹑首，五月未将。大暑后日躔鹑火，六月午将。

处暑后日躔鹑首，七月巳将。秋分后日躔寿星，八月辰将。

霜降后日躔大火，九月卯将。大雪后日躔析木，十月寅将。

冬至后日躔星纪，子月丑将。大寒后日躔元枵，腊月子将。

月将之异说，较为众所知者，有附会河洛生成之数，每于交过中气，阳用生数，阴用成

数，超接换将。清人程树勋先生《壬学琐记》予以辨伪，并指出“今《时宪书》则以定气为

主，故太阳即于交中气日时过宫，便换月将，此正合天之妙”。故中气为换将之凭准。

二、占时

占时起分为二。一谓正时，即所在地的官方时间，在中国则以北京时间为正时。壬式的

占断八门中，称正时为“先锋门”，谓课未发而正时已现来意之机。二谓活时，即不用当前

正时，由求占者报数、写书，或通过抽签等方法拈取占时。如果是依活时起课，

我尝师法南宋严州卜士邵公彦和，他论次客曰：“古次客之法，因数人同时来占，乃用

前五后三，换将不换时之例，试之每不验。盖烛照祸福，全赖太阳之光明，故以正将正时为

最，其次则换时不换将耳。余则不换将，亦不换时，惟以各人年命为主，课虽同而理则异。

区别悬殊，十不失一”。此真起式之“第一义谛”也。

三、地盘

图二 地支掌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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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盘

诀云：局图顺布

壬式以十二月将乘六十花甲，凡七百二十课。然以月将加时，布定天盘。由伏吟天地不

动起，月将顺游地盘十二宫，故局惟一十二图。

01．伏吟之盘。月将与占时相同。

巳午未申

辰 酉

卯 戌

寅丑子亥

02．进连茹盘。月将居占时前一位。

午未申酉

巳 戌

辰 亥

卯寅丑子

03．进间传盘。月将居占时前两位。

未申酉戌

午 亥

巳 子

辰卯寅丑

04．生元胎盘。月将居占时前三位，寅、申、巳、亥各坐生方，名生元胎盘。

申酉戌亥

未 子

午 丑

巳辰卯寅

05．顺三合盘。月将居占时前四位，天盘临地盘顺三合方。

酉戌亥子

申 丑

未 寅

午巳辰卯

06．四墓覆生。月将居占时前五位，寅、申、巳、亥四生各被上神所墓。

戌亥子丑

酉 寅

申 卯

未午巳辰

07．返吟之盘。月将临地盘冲位。

亥子丑寅

戌 卯

酉 辰

申未午巳

08．四正临绝。月将居占时后五位，子、午、卯、酉各临绝宫，又名四绝体盘。

子丑寅卯

亥 辰

戌 巳

酉申未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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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志】方志\地方县志\乡志\地理志合集_8100 册 

全国【地方县志】府志、区志、乡志、地理志...... 此合集为全国范围

地方县志\府志古籍影印电子版，... 

 

  【国学】中华古籍库—32 万册古籍书 

32 万册《中华古籍库》 【32 万册影印古籍 + 20 多亿字，带检索

器和阅读工具】 包括各地方志、日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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