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學與科學 2010

58

王立文：易經的科學面向與人生修鍊的啟示

59

壹、前言：八卦的排序及六十四

卦卦序問題

易經有其科學的面向，習人文者

讀易經對此面向有兩種態度，一、敬

鬼神而遠之，避之唯恐不及，二、視而

不見或輕蔑待之。其實易經中有濃厚的

人文倫理味是在文王、周公、孔子之後

才逐漸形成的 1。在伏羲、神農、黃帝

時期，易主要還是以象數呈現，可以視

為當時的天文、物理、數學及玄學的綜

合學問。本節與次節僅就易經的科學面

向加以解析，易所含的科學其實並不深

奧。

近日發現大家對易經的二進位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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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也是一部奧秘難解的書，雖歷經世世

代代的窮究與鑽研，至今仍難窺盡其所隱含的意義之全貌。此經的中心思

想，係以陰陽兩元的對立統一來呈現世間萬象，透過一套組織化的符號系

統演示出天地萬物的變化狀態，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觀、生命觀及

宇宙觀。經分為《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短短六十四卦，包

含了由爻的變動所交織而成三百八十四種複雜情境。歷代研究《易經》大

致可分為兩個學派：義理派和象數派。義理派強調卦的涵義，象數派注重

卦的象徵。義理派開發它的人生哲學價值，象數派則有它的科學面向。

如果說中國古代有科學，那麼易經應該就是那科學的源頭了。其實中國古

代數學絲毫不亞於其他文明地區的數學。本文就以易經中之先天八卦及

六十四卦排序問題、易卦方陣與座標、及重寫意象的嘗試，幾個主題作一

番探究，在這裏面可發現許多數學思維令人嘆為觀止，不過，這些數學並

不難，因易經如一大寶山，是非常多的思想資源寶庫，茲僅取科學及人生

修鍊的兩個面向管窺之。

關鍵字：易經、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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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不清楚，在易經相關書籍八卦的排序

如何按照二進位轉成十進位的次序？古

老的排序道理何在？以 0與自然數（ 0∼
7）的排法在書中都極少見過，這是十分
令我詫異的，現不揣淺陋將八卦依 0、
1、2、3、4、5、6、7的次序排出，或許
這樣的排法能使熟悉數學的朋友會因之

對易經感起興趣來。

坤（ ）對應 0，震（ ）對應 1，
坎（ ）對應 2，兌（ ）對應 3，艮（
）對應4，離（ ）對應5，巽（ ）對

應 6，乾（ ）對應 7，這是怎麼得到的
呢？其實這三個爻，最下面的代表二的

零次方，中間的爻代表二的一次方，上

面的爻代表二的二次方，如果該爻屬陰

就用 0乘，若該爻屬陽就用 1乘，所以坤
卦即  0  x（二的零次方）+  0  x（二的一
次方）+  0  x（二的二次方），而乾卦則
是 1  x（二的零次方）+  1  x（二的一次
方）+  1  x（二的二次方），又如離卦則
是 1  x（二的零次方）+  0  x（二的一次
方）+ 1 x（二的二次方），餘卦類推。

因此依自然數的次序，八卦的順

序應是坤、震、坎、兌、艮、離、巽、

乾，白話的說法就是地、雷、水、澤、

山、火、風、天，如此簡易的秩序一旦

被普遍接受，相信易經的傳播會更加

速，當有了八卦的新序法，我們很容易

可以按此新序排出一個新矩陣，這新矩

陣裏面就可有六十四卦。

至於古書中先天八卦的排序 2是乾

1，兌2，離3，震4，巽5，坎6，艮7，坤
8，這是如何得到的呢？原來古人處理這
三個爻的方式與上面所述的方式相反，

也就是最下面的爻是二的二次方，第二

爻是二的一次方，上面的爻是二的零次

方，如此坤（ ）對應0，艮（ ）對應

1，坎（ ）對應2，巽（ ）對應3，震
（ ）對應4，離（ ）對應5，兌（ ）

對應 6，乾（ ）對應 7，因為古代沒有
0的概念，故用 8來減其對應數，於是坤
為8，艮為7，坎為6，巽為5，震為4，離
為3，兌為2，乾為1，先天八卦的數學順
序隱藏的如此妙，令人嘆為觀止。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白話的

說法是天、澤、火、雷、風、水、山、

地的順序）的次序不一定要硬背，是可

以推出來的！

大部分的易經書都按照一種順序

在解六十四卦，順序見圖一、圖二，至

於為什麼按照此相當不規則的順序在解

卦，各種說法莫衷一是，南懷瑾大師對

這些解釋都不滿意，序卦傳用易理解釋

就像編個故事，方便記憶亦無可厚非。

序卦傳的六十四卦序為：乾、坤、屯、

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

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

畜、頤、大過、坎、離、咸、恆、遯、

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

損、益、夬、姤、萃、升、困、井、

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

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既濟、

未濟。前三十卦據說是宇宙自然生態之

則，後三十四卦則是人事社會之則，古

人編了一首卦序歌：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

臨觀兮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

坎離三十備。咸恆遯兮及大壯，晉與明

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

鼎震繼，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兮

中孚至，小過既濟兼未濟，是為下經

三十四。

這順序可不可以單從簡易的數學

邏輯推衍出來，目前尚未成功，但已

發現一些規則，例如我們將方陣劃一

對角線，沿著乾到坤，你會發現第 5
（需）、6（訟）；7（師）、8（比）；



佛學與科學 2010

60

王立文：易經的科學面向與人生修鍊的啟示

61

1 1（泰）、 1 2（否）； 1 3（同人）、
1 4（大有）；3 5（晉）、3 6（明夷）；
6 3（既濟）、6 4（未濟），六對連續卦
皆是以那對角線為中線做對稱的，所以

這看似混亂無規則的數列，其中應藏有

規則，類似達文西密碼，易經卦序亦有

其密碼。究竟是先有序再找理，還是先

有理再定序，這是千年之密。當規則繁

複，如古人提出之非錯即綜之法，也失

去做規則的意義，至少截止目前沒有簡

單的規則能導出六十四卦的卦序。

圖一  六十四卦卦名

 圖二  六十四卦卦序  

貳、  易卦方陣、笛卡爾座標與易象
重寫

古 代 人 對 八 卦 就 付 予 了 對 應 的

數值，例如：乾（天）、兌（澤）、

離（火）、震（雷）、巽（風）、坎

（水）、艮（山）、坤（地），分別對應

1、2、3、4、5、6、7、8，八八六十四
卦就是上、下卦皆可是八卦之一。如地

天泰卦即是上卦為地（ ）、下卦為天

（ ）、形成的重卦（ ），這種情況

我們若懂得二維笛卡爾座標，事實上可

用（ 1， 8）代表，因為在習慣上是下
卦（內卦）先出來，上卦（外卦）後出

來，故我們可以X軸的橫座標數值代表下
卦，Y軸的縱座標數值代表上卦，按此原

則的話，天地否卦（ ）的座標表示法，

即（ 8， 1）。如此一來，六十四卦就分
佈在（1，1），（1，8），（8，1），
（ 8， 8）四點所圍起來的正方形之內或
邊界上了。（1，1），（2，2），（3，
3），（4，4），（5，5），（6，6），
（ 7， 7），（ 8， 8）形成一對角線，
正好是六十四卦中的乾、兌、離、震、

巽、坎、艮、坤八卦，而（ 1， 2），
（1，3），（1，4），（1，5），（1，
6），（1，7）則分別是澤天夬，火天大
有，雷天大壯，風天小畜，水天需，山

天大畜，另（2，1），（3，1），（4，
1），（5，1），（6，1），（7，1）則
分別是天澤履，天火同人，天雷无妄，

天風姤，天水訟，天山遯等卦。

當易卦用方陣排出時 3，看起來頗為

嚇人，見圖三，又帶有神秘感，但實際

上就可用座標方陣（由（1，1），（1，
8），（ 8， 1），（ 8， 8）所構成的）
所有的點代表之，將每個座標點上寫上

卦名，易卦看起來就更平易近人了，見

圖四，另外用英文字母取代數字對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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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亦能讓易卦的結構多吐露出一些

訊息，若將乾、兌、離、震、巽、坎、

艮、坤八卦分別對應，A、B、C、D、
E、F、G、H八個大寫字母，同樣的，讓
先出現的字母（橫向）代表下卦，後出

現的（縱向）代表上卦。如此，A C代表
火天大有卦（ ），B D代表雷澤歸妹卦
（ ），G H代表地山謙卦（ ）等。這

樣由A A，A H，H A，H H四角所形成的
方陣亦可取代古代易卦的方陣。其對角

線AA，BB，CC，DD，EE，FF，GG，
H H又復代表乾、兌、離、震、巽、坎、
艮、坤等八卦。在英文大寫字母A∼H
所構成的方陣中，寫上易卦之卦名，見

圖五，您會不會覺得易的神秘色彩愈來

愈少了呢？在排列組合的問題中，我們

亦會察覺一些對稱的現象。易卦在歷史

上後來又和天干、地支、五行攪合在一

起，愈形繁複，但只要有清楚的數學頭

腦和平常的數學程度，下點功夫找到一

些基本的分析方法，易圖、易表是不會

太令人感到深奧難解的。

圖四  笛卡爾座標與易卦

圖三  傳統六十四卦方陣圖

圖五  英文八字母之縱橫方塊與易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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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周文王設卦占卜，卦在他

們的心中是一種象，這象代表某種意

義。『繫辭下傳』中有云﹕『古者包犧

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進取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對於

一個現代人而言，也許可以問代表那某

種意義的符號是最恰當的嗎？是唯一的

嗎？它有神聖性嗎？可不可以有所變動

呢？原來的八卦易象早已使用相當長一

段時間了（約五千年）。一直線代表陽

〈—〉，一斷線代表陰〈 –  –〉三條線
﹙或稱三個爻﹚構成一個單卦。 是乾

卦， 是坤卦， 是震卦， 是坎卦，

是艮卦， 是巽卦， 是離卦， 是兌

卦，上述八項稱為八卦。  其實我們大可
有創意一點，畫一三分圓，每三分之一

圓和八卦中之一卦之某一爻對應，陽爻

和空白之三分之一圓對應，陰爻和有陰

影〈斜線〉之三分之一圓對應，如此八

卦可用八個三分圓代表如后 :

圖六  八卦之三分圓的新易象

見圖六，在乾之新易象  A 0 B代表之

三分之一圓對應著原易象的最下面的一

個爻，B0C對應中間的爻，C0A對應第三
個爻，也就是上面的爻，每三分之一圓

對應的皆是陽爻，故保持空白。

坤之新易象，類似乾，但皆對應陰

爻，故每區塊皆有陰影﹙斜線﹚，其餘

類堆，最後看一下兌卦，A 0 B代表原易
象最下面一個爻，是陽的，因此保持空

白，B 0 C  代表中間爻，也是陽的，因此
亦是空白，然而C 0 A代表上面的爻是陰
的，因而有了斜線﹙陰影﹚在內。

習於八卦原易象的讀者，應會嫌多

事，但因此文才剛接受八卦概念者，或

許會覺得此處提出的新易象是頗有創意

的，它多麼像分配披薩啊 !  易經這本書不
是用來供奉的，它是可以用來激發創意

的，老祖宗如此有創意，我們怎能只沿

襲模倣，不顯些新氣象呢?
至於對六十四卦的易象，我們也是

可以異動的，依上述之理，不難理解若

用六分圓來取代重卦 (含上下卦 )，應是不
錯的做法，見圖七，如此可得在六十四

卦的乾、坤、震、坎、艮、巽、離、兌

的新易象如下 :

圖七  八重卦之六分圓的新易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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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八重卦很容易看出這八個

新易象對於圓心是對稱的，不過這不是

所有重卦的特性，至於六十四卦的其他

卦，它們的六分圓的新易象不難照上述

規則繪出，將在另文處理。

參、  易經與人生修鍊

《易經》的意涵複雜深遠，世人

若真要完全懂得這部經典，著實不易。

孔子推薦了九個卦象奉為修養的基本的

學習目標。孔子在繫辭傳裡說明文王興

易之後，即從六十四卦中選出九卦，教

人自修其德，以防憂患於未然。這九卦

就是：天澤履，地山謙，地雷復，雷風

恆，山澤損，風雷益，澤水困，水風

井，以及巽為風。因為道德培養從身心

起，「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

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修此九卦必須對於起心動念處有

細密的觀察，務使念念分明，心靈回復

到清明本體，才算德業圓滿，故此九卦

實為人生修心養德之鑰。不論時代變遷

如何，它依舊是人生處事指南，是學

《易》的最佳入門之道。古言：「福

禍自招」，正是《易經》對於個人命

運的啟發，大都不出這九卦有關修心修

福的概念。所以，孔子說：「易之為書

也，不可遠。」在任何情形下，它都會

適合我們的人生，也就是我們隨時隨地

都離不開它所指涉的範圍。但人類的行

為顯然愈走愈遠離了《易經》所認可的

範圍，尤其是二十一世紀科技文明顛峰

的當今，面對各種天災人禍的頻仍，已

經到了一個危急存亡的關口。這時《易

經》的千古明訓益發地令人感受到超越

時空的意義非凡，不但指出了文明發展

違反自然法則的慘痛後果，同時也示出

人類思維體系的誤謬及價值觀念的扭曲

所帶給自身困境的苦痛結果。當代西方

哲人艾克哈特‧托勒（簡稱托勒）在許

多力作中便如此深徹悟道 4：人類現在面

臨最大的危機，就是個體小我心智的功

能失調所致 5。

孔 子 說 ： 「 作 易 者 ， 其 有 憂 患

乎！」指的是文王是在憂患中作《易

經》，他在遭逢人生極大痛苦時，對

易理作了深入的思考。本文作者有感

於當前人類整體命運的困頓係緣由於集

體心智的偏差，故將《易經》之義結合

托勒所體悟的真理，提出一個既可供世

人修德參考，復可適應時代精神需求的

新解，試圖從心靈的層面，來導正人類

在物質生活的迷失以及在精神生活的迷

思。將前述關乎品德培養的九卦，再加

上易經中另外三卦，合為十二卦，成為

四組，每組三卦，即：觀困損、履謙

復、恆臨井、巽益泰。

首句「觀困損」，指的是人類遭遇

的困境與損失，這可從大處及小處分別

觀察。若從大處看，如全球暖化問題，

引發天災人禍不斷，造成生態環境的破

壞以及生命財物的損失，甚而危及人類

整體的生存。這些困損現象皆導由於人

類集體意識的偏差以及錯誤的生活哲

學，包括無止的追求、不盡的浪費以及

不斷地從大自然中獲取資源，「竭澤而

漁」以飽私慾。若從小處看，我們個人

所處的困損，不外乎事業與健康，在全

球經濟海嘯吞噬了我們心血累積的財物

之後，不但造成我們精神的焦慮失常，

也衝擊未來生涯的秩序。經濟崩解呼應

著氣候劇變，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根

源於個人的強調自我、過於功利、不知

節制；更確切的說，集體困損是始於個

人，又反過頭來殃及個人。這正是《易

經》點出的問題所在：個人未能安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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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知進退節制，以致於釀成全人類

的災禍，惟今解決之道，便是要因應以

正確的態度。

正確的因應之道，應回歸自然本

體，並從身心實踐起，這便是第二句

「履謙復」所闡揚的重點。人類對於自

然宇宙生命的認知極為淺薄狹隘，卻自

認是萬物之首，視自然一切皆為我有，

主宰在我，長期地對它不擇手段地進

行摧殘破壞，予取予求；昧於人類與

萬物共同生命體的事實，強行將自己分

離於自然之外，切斷與所有存在事物的

有機聯繫，造成人和本體長期分離，導

致了極端無知和毀滅性的行為。這一切

都出於人類自私與傲慢的心態，以為人

定勝天，藐視自然力，若不積極修正這

樣的意識形態和心智模式，則人類浩劫

不遠。修復之道首在於「履」，身體力

行。接著到「謙」，謙和有禮，「謙，

尊而光」，能懂得謙遜，知所節制，尊

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權力，才能贏得人類

為萬物之尊的稱號。其次做到「復」，

復歸本體，即是要回過頭反求諸己，

認清自己的缺點，修正自己的觀念與行

為，覺知人是自然的一員，與世界共為

一體。於是「履，和而至」，就能與一

切萬物和睦相處，並立足於自然界而不

敗。按照托勒的理論，人類要真正認識

自己，喚醒沈睡已久的覺性，體悟自己

與萬物一體的實相，才能享有生命的圓

滿與來自宇宙本體的喜悅。

人類一旦回復到永恆的本體之中，

便可擁有無限的能量與智慧，時時帶著

活在當下的警醒與臨在，不做無意識的

雜思，並以利他的精神，將自己光明的

能量與智慧像井水般源源不絕地供給與

社會大眾，同享靈性之光，這是第三句

「恆臨井」的題旨。這裡「臨」的觀

念，採托勒所謂「臨在」之說 6。「臨

在」本身是個當下存在的狀態，一個存

有的動態，以英文字presen t ing來表達。
它是思想背後一個更深層的自我（即自

性），當我們放下思想時，心智續流中

便會出現的一個無念的間隙，在這間隙

中會讓人感到內在某種安祥和平靜。隨

著不斷地練習，安靜和平安的感受會變

長加深，同時感受到一種內在深處所散

發出來的微妙喜悅，那就是本體的喜

悅。在全然臨在之中，不但會更警覺、

更清醒，且生命的能量更提升。這便是

無我（ s e l f l e s s）的境界，是一種與本體
合一的自然狀態。在這狀態下，我們與

其他人或生命都將是愛的關係。

將這種愛的關係，臨在的覺醒，美

好的德行，傳達於社會大眾之中，風行

草偃於人心，導正社會的不良風氣，改

正人們的偏頗行為，從而蘊釀出良好的

社會，在生活上使人人豐衣足食，安居

樂業，在精神上使人人崇尚美德，注重

心靈，當「世」與「民」均泰之時，世

界便走向大同康泰的境地，此即最後一

句「巽益泰」的總結。

肆、結論

先天八卦的卦序用二進位的數學

可迎刃而解，古人是否真已懂二進位數

學，應該說高明者已有類似思維。在探

究中發現一些對稱現象，表示卦序不是

完全無章法的，至於易卦方陣可以笛卡

爾座標表示之，這是遷就現代讀者方便

其了解與使用，原方陣其實也就呈現的

很妙了，另易象重寫是一有趣的數學遊

戲，可重新了解當初設易象者的苦心。

我們的老祖先早就有如此好的數學頭腦

與智慧，真令人拍案叫絕。

這數百年來人類社會一直存活於一

個錯誤的世界觀上，認為科技萬能，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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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人心的力量。科學應該不是用來控

制自然，而是用來瞭解自然的，但不幸

的是，它不但被用來挖掘自然的秘密，

並且也用來控制和支配自然，破壞了人

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本文特別將孔子提

出供人修養品德的九卦再加上三卦：

觀、臨、泰共十二卦當作人們今後之處

世良方。目前人類的危機不止是環境等

問題，而有一個更深遠的危機，是人與

自然之間關係的斷裂，除非我們完全改

變自己的意識形態與生活行為，否則前

途無望。災變危機或許正是逼著人類意

識高度提升的轉機！中國古老的易經對

急劇變化的新世紀，正展現其嶄新的人

生修鍊的新意義與智慧。最後，本文圖

形及整理大多由鄭麗麗小姐完成，特此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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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ing:  The Book of  Change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myster ious books 
in  China ,  i s  so  profound tha t  i t  puzz les  people  of  numerous  genera t ions .  I t s  core 
thought l ies in the binary complementarity of yin and yang to present diversit ies of 
the world.  A set  of organized signifier system yields changes of all  creatures on the 
ear th ,  which  exact ly  ref lec ts  the  phi losophy of  l i fe  and cosmos  in  ancient  China .  
This  book cons is t s  of  two par t s :  The  Upper  conta ins  30  d iagrams and The  Lower 
34  d i ag rams .  The  to t a l  o f  64  d i ag rams  demons t r a t e s  384  compl i ca t ed  s i t ua t ions 
derived from interweaving changes in yaos.  I-Ching research is  basical ly bipart i te:  
one focuses on ideas and the other  f igures  and images.  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meaning of  a  diagram and develops consequent  value of  l i fe  phi losophy,  while  the 
latter centers on what a diagram symbolizes,  and explores relevant science.

If  science ever  appeared in ancient  China,  then I-Ching can be the origin.  The 
t ru th  is :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 ics  in  ancient  China is  not  infer ior  to  those 
in other civi l izat 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some mathema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sequence  o f  the  inna te  8  d iagrams  and  the  64  d iagrams ,  the  quadra te  and 
coordinate of I-Ching hexagrams as well  as the rewrit ten images.  Many mathematical  
th inkings  a re  found amazing .  Though I -Ching  i s  l ike  a  t reasure  mounta in  of  idea 
resources,  this paper touches upon science and l ife cult ivation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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