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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门遁甲古书与武经总要六壬与遁甲占

貼出遁甲類書目大家分享：

《黃帝陰符經》  一卷  舊題黃帝撰
《太白陰經．卷九．遁甲》  一卷  唐李筌撰
《祕藏通玄變化六陰洞微遁甲真經》  三卷  宋趙普撰  明正統道藏本
《景祐遁甲符應經》  三卷  宋楊惟德撰  嘉慶十二年宛委別藏本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二十一．遁甲法》  一卷  宋楊惟德撰
《曳元奇門遁甲句解煙波釣叟歌》  一卷  舊題宋趙普撰　明正　戊辰三年刊本  東方圖書館中文
舊籍書目臺灣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　　　　　　　　　　　　　　　　　　　　　　　　　

《武備志．卷一百七十七至卷一百七十八．奇門玄覽．卷一百七十九至卷一百八十一．景祐遁甲

符應經纂》  五卷  明茅元儀輯
《登壇必究．卷之四．奇門說》  一卷  明王鳴鶴輯
《講武全書兵占．卷之十七．奇門遁甲》  一卷  明不著輯者  修德堂刻本
《經武要略．十九卷．奇門略》  一卷  明莊應會編輯
《遁甲演義》  四卷  明程道生撰  四庫全書本
《甲遁真授秘集》  三卷  明李□撰
《遁甲吉方直指》  一卷  明王巽撰
《禽遁大全》（又名《奇門五總龜》）  四卷  明池本理撰
《注　煙波釣叟歌》  一卷  明池本理撰
《奇門微義》  四卷  明鮑世彥撰
《奇門陽遁》  一卷  明鮑世彥撰
《奇門陰遁》  一卷  明鮑世彥撰
《奇門遁甲兵機書》  二十卷  明劉翔撰
《選擇禽奇盤例定局》  五卷  明徐之鏌撰
《八門神書》  一卷  明胡獻忠撰
《奇門說要》  一卷  明郭仰兼撰
《奇門遁甲秘要》  二卷  明甘霖撰  收入《五種秘竅全書》
《奇門秘奧》  袁善撰
《奇門總要》一冊  蔣時吉撰
《六甲奇書》一卷  周鍔撰
《新鋟煙波釣叟奇門定局》  舊題明劉基撰  寶願堂秘笈刻本
《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第七百三卷術數部彙考十七至七百十四卷術數部彙考二十八》

附考證  十二卷  清陳夢雷編
《奇門法竅》  八卷  清錫孟樨撰  清抄本
《金函奇門遁甲秘笈全書》  三十卷  舊題張子房諸葛亮著  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奇門遁甲統綜大全》  舊題張子房諸葛亮著劉伯溫點校
《奇門遁甲元靈經》  二十四卷  清隱溪居士撰  光緒九年刻本
《奇門旨歸》  三十八卷  清朱浩文撰  光緒十九年彙源堂本
《奇門一得》  二卷  明甘霖時撰  明唐氏文林閣刻本清至善堂　版
《奇門闡秘》  六卷  清羅世瑤撰
《奇門金章》  一卷  清不著撰人氏名  收入《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
《戊笈談兵．卷三上．遁甲奇門第四笈》（附《奇門遁甲啟悟》一卷清朱榮璪撰、《奇門入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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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清彭景筠撰）  半卷  清汪紱著  收入《汪雙池先生叢書》
《奇門寶鑒》  清
《奇門蠡測》  五卷  清林鄂撰  
《煙波釣叟歌直解》  一卷  清丁愷曾撰  望奎樓遺稿本
《十八活盤詳注》  一卷  清丁愷曾撰  望奎樓遺稿本
《奇門占驗》  一卷  清丁愷曾撰  望奎樓遺稿本
《奇門心悟》  清王茂松撰  底稿本
《遁甲吾學編》  八卷  清史易輯  刻本
《奇門臆解》  一卷  清史易撰  豫恕堂叢書本
《奇門十二種》  清不著撰人氏名  清抄本
《奇門五總龜通書大全》  四卷  明池紀撰  民國元年江東書局本
《黃帝奇門遁甲圖》  一卷  不著撰人氏名
《奇門遁甲賦》  一卷  不著撰人氏名
《奇門要略》  一卷  不著撰人氏名
《遁甲釋要》  四卷  民國徐昂撰
《遁甲經》  輯本
《遁甲開山圖》  輯本
《遁甲天書》

《遁甲玄文》

《奇門闡秘前編》

《陽遁、陰遁》 十四冊  楊墨林跋　明抄本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奇門原古》  三卷  《遁甲　華秘　》  一卷　抄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善本書目
《遁甲真授秘集》  六卷  清薛鳳祚撰　清減豐花雨書　活字印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善本書目
《紫庭秘訣》  一卷　唐王希明撰 清初抄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善本書目
《黃帝奇門遁甲圖》  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　天一閣　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遁甲秘文》  明抄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李氏善本書目
《兵占奇門遁甲》  不分卷　明唐楷　　　清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景祐遁甲蓮華通神經》   一卷　明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秘傳金函奇門　遁丁甲法書》  三卷　明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遁甲起例》　明抄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奇門鴻寶》  不分卷　明天啟元年三色套印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奇門遁甲》  十卷　明抄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奇門秘書握機經》  二卷  《陰陽十八遁》 不分卷  明萬　四年抄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新編日用涓奇門五總龜》  四卷  明池紀撰　明正　戊辰三年刊本  明刊　口本
《新刻奇門成式全書》　官應震輯　明末刊本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
《奇門陰陽十八遁》　不著撰人名氏　明刊本　江南圖書館書目

《奇門秘書握機經》　明抄本　江南圖書館書目

《遁甲全書》  不著撰人名氏　抄本　江南圖書館書目
《奇門鬼吼》　　龍　撰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
《奇門原古》  三卷
《八門禽演碎金　》  三卷
《都天》  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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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星直指》  一卷
《流光玉　》  八卷
《武侯八門神書》  一卷  胡□□
《遁甲鉤玄集》

《奇門大成》

《紫庭秘訣》

《玄女統甲子六十將軍伐鹵一宗符秘訣》  四卷

宋代官修兵书，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仁宗皇帝御制序》中说：“深帷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
学，命大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武经总要》。”“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总领书局。”
这说明曾公亮是编纂官，而丁度是组织编纂者。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北宋泉州晋江
（今属福建）入，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知会稽县，后知郑州、知开封府，仁宗嘉祐六年

（1061年）为宰相，以熟悉法令典故著称。晚年推荐王安石于神宗，共同辅政。熙宁二年（1069
年）以年老自请罢相。加太保。卒溢宣靖。丁度（990—1053），字公雅，北宋祥符（今河南开封）
人，文字训古学家。仁宗时，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后拜参知政事，罢为观文殿学士，再迁尚书左

承。卒谥文简，著述有《迹英圣览》、《龟鉴精义》、《礼部韵略》、《编年总录》、《贡举条式》等。

另外，关于阴阳星占等内容是为古代军中专门学问，系由司天监杨帷德等参考旧说编纂而成。

　　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康定（1040年）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
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这就是说，《武经总要》共用五年编成，成书于 1044年。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四、《宋史·仁宗纪》和《玉海》卷一四一记载，庆历三年（1043
年）十月乙卯诏修兵书，并命了度提举。但未言及完成时间。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二十卷，共四十卷，其中前集的第十六卷、十八卷，后集的第

十九卷各分上、下两卷。明弘正年间刻本移原第十六卷下的《北蕃地理》为第二十二卷，又把原

第十八卷下作为第十九卷，改原第十九、二十两卷为二十、二十一卷。这样前集就多出两卷。后

集亦如此例。所以有些版本和书目上著录为前集二十二卷，后集二十一卷。合计共四十三卷。然

绍定四年（1231年）赵休国跋称全书四十四卷，不知是计算有误，还是合并、缺佚？另外明正统
间李进序刻本、明嘉靖刻本附刻《行军须知二卷》，明弘治间李赞刻本、明金陵唐富春刻本附刻

《百战奇法》二卷、《行军须知》二卷。

　　《武经总要》的篇目如下：

　　前集：卷一：选将、将职、军制、料兵、选锋、选能；卷二：讲武、教例、教旗、旗例、习

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教骑兵（鼓角金钲教场图等）、教法（教条十六事、三令五申）、

草教法（并图）、日阅法（并图）、骑兵习五变图、步兵习四变图、教驽法（并图）、教弓法；卷

三：叙战、抽队、军争、以寡击众、捉生；卷四：用车、用骑、奇兵、料敌将、察敌形；卷五：

军行次第（并图）、行为方阵法（并图）、禁喧、度险、出隘、赍粮、斥候听望、探旗、探马、递

铺、烽火、行烽、军祭、军誓；卷六：下营法、营法、诸家营说、下营择地法、绿营杂制、警备、

备夜战法、立号、定铺、持更、巡探、漏刻、防毒、寻水泉、养病、征马；卷七：大宋平戎万全

阵法（并图）、大宋八阵法（并图）、大宋常阵制；卷八：八阵法、握奇图、金鼓施旗数、李靖阵

法、裴子法、常山蛇阵、八阵图；卷九：九地、六形、杂叙战地、土俗；卷十：攻城法（并器具

图）；卷十一：水攻（并图）、水战（济水附，并图）、火攻；卷十二：守城（并器具图）；卷十三：

器图；卷十四：赏格、罚条；卷十五：行军约束、符契、传信牌、字验、间谍、向导；卷十六上：

河北路；卷十六下：北蕃地理、戎狄旧地、中京四面诸州；卷十七：河东路；卷十八上：陕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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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古籍库】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易】【医】【道】【武】【文】【奇】【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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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风水命理资料合集_9500 本 

阴宅阳宅、风水堪舆、八字命理、手相面相、符咒卦象、奇门遁甲、紫微斗数......... 

 

【中医】中华传统医学资料大全_15000 本 

针灸、擒拿、正骨术、汉医、苗医、民间秘方偏方、药洒药方、祖传医术、珍本... 

 

【道术】道家法术\茅山术\符咒术\气术_3000 套 

修真秘籍、丹道、道家秘术、胎息功、内丹术、茅山法术、道家符咒、巫术、... 

 

【武术】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术_6200 册 

少林、武当、太极拳、形意拳、八极拳、咏春拳、气功、散打、格斗、拳击、... 

https://www.fozhu920.com/80598.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8.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8.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5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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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藏】经史子集库_13300 卷 

【经史子集】楚辞、汉赋、诗集、词集、宝卷、正史、编年、别史、纪事本末、地理志... 

 

【国画】传世名画 _ 6100 卷 

唐、金、辽、宋、元、明、清 800 多位画家近 6000 多幅传世... 

 

【县志】方志\地方县志\乡志\地理志_8100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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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https://www.fozhu920.com/8060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8060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2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2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24.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7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7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200572.html
https://www.fozhu920.com/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