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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友寄语 
“易经”是深藏天、地、人玄机的哲学著作。它博大

精深，森罗万象。天道、人道、文道的思想精华，深深的

植于世界东方的沃土中，随着时代的发展，易经已在全世

界大放光彩。 

读易经，学而时习之，能使人高瞻远瞩，使人产生“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雅致。 

读易经，可使人心旷神怡，思想丰富，把握华夏精神文明

的精髓。 

读易经，可使人学会明事理，开拓思维，发展科学、

应用科学成果造福人类。 

读易经，可使人善恶明辨，规范言行，积善积德，不

做有悖于人、有悖于天、有悖于地的蠢事。 

先祖伏羲划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八六十四。包涵宇宙万物，是 早的数码科学。 

北宋邵雍先师，发明梅花易数，划二进制，方圆图，

著《皇极经书》，他的发明，使易经成为数的海洋，为当今

人类进入数码信息时代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为了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日本、韩国、港台、新加

坡等地域的易学家，都在探索能否用数码代替“周易”来

为当今服务。但真正的数理根源在中国大陆。 

张瑞先生，自幼爱好易学，爱好祖国传统文化，真正

做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遍访名师，遍拜名师，由高

徒到高师，从易经八卦、奇门遁甲，梅花易数，皇极经书

等经典著作中，吸取玄机真谛，又得民间高人指点，总结

出简单、易学、易记、易用的 13 个数，以 13 个数的神机

变化，能测宇宙间万事、万人、万物。使预测学也和当今

社会一样，同步进入数码时代。 

我奉劝广大易友，不要再啃老骨头，要放开眼光看新

世界，抓住时代的命脉，用：“中国数术”来推动“易”的

新潮，把庸俗、腐朽的东西束之高阁。以崭新的姿 、以

分秒必争的精神，来学好、用好“中国数术”，使“易经”

科学放出时代光芒，让这颗明珠璀璨永远，老幼皆知，家

喻户晓，服务大众，服务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吧！ 

有远见卓识的易友，团结起来，与时俱进，让世界倾

听我们的声音。 

 雲濛耋翁    于凤泉山庄  2008 年元旦  

    

 

 

 

 

 

 

 

 

 

数术开运、特医简介 
   

中国数术已有近万年之久，从 早的洪荒世界，先人

们就在用数字来计算事物的发展趋势，后来延伸为结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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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进而有华夏民族的文明开端。在此之间，还有一位不

为人知的数术家玄女氏又称为女娲娘娘（九天玄女），据考

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人，或三皇前期的伟大女性，玄女

氏从所生孩子的数字记录，来对应人事，继之而起的中国

数术的开端。 

神农氏尝百草而有医药的开端；遂人氏钻木取火而有

弹药的启始；伏羲氏画卦而记录天地万物，启蒙人生；有

数而成易，演义出天之日月变更，地之八方九位，人之长

幼之序。 

是为上古时期的三皇。 

轩辕黄帝时五行金、木、水、火、土 为盛行的时期，

当时所用之数字为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

十土，形成了后来的十天干（甲 1、乙 2、丙 3、丁 4、戊 5、

己 6、庚 7、辛 8、壬 9、癸 10），后世姓名学所用的数字从

此而始，其中用于医学的黄帝内经，指导人们生产、养生、

战争、治国等，其兄长炎帝中年早逝，人们为了纪念他们

的贡献，后世华人皆为炎黄子孙；黄帝后的颛顼时期，有

共工氏父子，继神农后又一个对农业发展有贡献的人，制

定了华夏大地的九州风土人情（死后被尊称为土地神），形

成了后世的九宫地理图；帝喾、尧、舜时期的数字与天文、

地理、人生和宇宙天体相联系，主张天人合一，根据每年

一周天，有十二个月圆来对应人间的十二个数字，分别用 1

子、2丑、3寅、4、卯、5辰、6巳、7午、8未、9申、10

酉、11 戌、12 亥。 

夏朝代的兴起，易定名为“连山”。从天书的易，着重

于地理结合，用以指导部落的政治、军事、农业生产等。

继之而起的夏朝历法（我们称之为夏历，根据人生于寅，

定位于正月建寅以成历法）；商朝代的兴起，易更名为“归

藏”。结合前人的经验，认为国力要强大，必有积蓄，用以

指导部落的政治、军事、农业生产等。继之而起的商历（后

人称之为阴历，根据地辟于丑，定位于正月建丑以成历法）；

周朝代的兴起，易定名为“周易”（意为周朝的易，周流全

身的变化，当然也可理解为万事万物的周流变化）。周公兴

礼乐，修祭祀，天地结合，为君者体谅民情，以周易指导

君王、诸候和社会发展等。继之而起的周历（后人称之为

周朝历法，根据天开于子，定位于正月建子）。 

以上可见由中国数术发展为历法的天地人一体的指导

思想，历法在我国成于三代时期，先民们用智慧谱写着历

法，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后被用于政治、军事、修身、治

家、丹经、医相、龟卜、地理等。 

西周未年，诸候割据，春秋战国与七雄五霸，并归于

秦，始皇赢政，焚书坑儒，先前的书籍、学说被焚烧贻尽，

唯独易经幸免。所用历法也沿用了夏历，二世灭亡，并归

于汉，承袭了秦之夏历，以后数代都在沿用夏历而没有更

变，直到今天农村通用的乃是夏历，并纪念商历的贡献又

称为阴历。 

随着中西文化的通融，西方国家的历法，被世界上众

多的国家采用，我国也采用了公元纪年法的公历，我国普

称为阳（洋）历，用以区别中国的阴历。细想起来阳历与

古代时的商历相近似，比阴历早了约一个月左右。由此可

见中国数术是历法的前身，是公历的鼻祖，并不为过。 

周天历法的每年十二个月，采用的是圆周 360 度，平

分为十二份，每份 30 度；正好对应一年的十二个月，360

天。小周天的每天平分十二份，为十二时辰，作为每日的

计算规则。现在所用钟表，也是把圆周分为十二份，来对

应十二个小时，但每天走了两周。如此来看，钟表的祖宗

也在中国。 

直至今日，中国数术以他顽强的生命力，服务于天下

苍生。黄发蓝睛的洋人，只不过用着机制死板的死数；而

中国的数字信息术，包罗万象，用五行的生克指导人们生

活起居，用以防患于未然。伟哉！华夏民族的灵魂——中

国数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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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更细致的了解，请看拙著中国数术与历法；或请

看中国数术系列丛书。有缘的朋友可直接登录数术开运网

zr52    易神.ccom  
791392552        xtvg@163 
百变易神      张瑞宜先生  

    云梦山人    张瑞书于花园新村 129 号 

 

 

 

 

 

卷一  基础知识 

第一节  十三数的由来 
    全国教育的数字学都是用的数字，即阿拉伯文字，历史

考证我们的祖先在先天八卦中已有数字，这些数已适用七

千多年之久，这说明中国早在上古时代就开始用数字来表

述事物了，数字是深藏玄机的哲学，以数字辩五行,博大精

深。 

    根据长期实践，生活的需要，八个方位平分圆周天 360

°平分为 45°，而分成十二个方位，圆周天 360°平分为

30°。故以一周天为一年，分为十二份为十二个月，每月

30°为一个月有 30 天。说明了年月日三方面的事。我们这

种预测就是用从 0、1、2、3、4、5、6、7、8、9、10、11、

12 十三个数来对应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用阴阳五行，相生、

相克、生克、比合来测人、事、物的吉、凶、悔、吝。 

 

第二节  中国数术的预测工具 
根据古人的天、地、人三才一体，世间任何事物都有三

才，即三种因素，如：吸烟。首先，有烟、有人、有火，

才能成立。天体：日、月、地球(星)等，每一个细节又分

为十二个种类型来进行预测，就是十三个数字. 

张瑞教授通过二十四年的研究发现，所有发生疾病和灾

难的人,必定是生辰数组相克相绝；必定是在天时年月到位

时,才能出现疾病或灾祸的发生；必定是住宅和坟地的环境

位置,出现了与生辰数组相互重叠的磁场信息,才能发生灾

难和疾病；其人所穿的衣服颜色同样也不利于本人的命数，

造成了灾难的发生和病理难愈的现象,这在上千例的实践

中百验不爽。。   

 

第三节   十三数之阴阳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概念,阴阳相符更是中国传

统的思维模型.阴阳的 初含义很朴素,原指日光的向背,向
日为阳、背日为阴，中国先贤后来把阴阳扩展引伸到相互

对立或消长的两种现象、事物、属性等。例如：方位的上

下、左右，运动状 的动与静等，阴阳相征如下： 

    阴：背阳、黑暗、静、柔、暗、月、地、臣、妻子、雌、

弱、下、寒、后、坤、 女性、湿寒、山北、沟南。数字为：

5、6、7、8、9、10。 

    阳：朝阳、光明、动、刚、明、日、君、丈夫、雄、

强、上、暖、前、乾、男性、燥热、山南、沟北。数字为：

I、2、3、4、11、12、0。 

    如：某女 1-8-6-2，年月上 8阴克绝 1阳，断克父、克

夫、克子，实际父在八岁时死。6-2，2 阳克 6 阴主子女不

.zr52/
.����.cco
xtvg@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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