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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六十四卦卦序以今本易經為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易經》，其卦序與

現行易經不同。關於八卦之序，亦有先天八卦、後天八卦之別。時人有謂，易經啟迪德

國數學家哥特佛萊德•萊布尼茲，完善了二進位。易經是古代分類、預測的學問源頭。

本研究由二進位著手，採用資料探勘技術，以二元樹的方式為八卦卦序作出新的知識呈

現與詮釋方式，或可為易理提供現代科學佐證。此舉倘為實，當能為中華文化結合資訊

技術的領域，提供更加豐碩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周易卦序、六十四卦卦序、八卦次序、資料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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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壹、

 

易經乃群經之首，儒家以周易為宗。而當應用不同、角度不同，自然可推導出不同

的次序。是以，易卦之序應不只一種，譬如說儒家易、京房易，都有不同卦序。 

儒家易以《十翼》為代表作，它是孔子讀《易》心得與體悟，也匯總了孔門弟子，

及當時學者的觀點。《序卦傳》專門說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分成上下兩篇。上篇由

乾、坤兩卦至坎、離兩卦，共三十卦，言及自然及社會現象，含有宇宙論，及人類進化

等哲理，主旨在天道。下篇由咸、恆二卦至既濟、未濟兩卦，共三十四卦，言及家庭人

倫及為人處世之道，其主旨談人倫，闡述儒家以人為本的思想體系 (黃沛榮，1985;黃沛

榮，1985) 。 

京氏易最大特色是把六十四卦用八純卦來表示，並依序爻變為世，及遊魂、歸魂等

作法。以乾宮為例，乾卦第一爻變，成為天風姤，即姤卦為乾卦的一世卦。而一世卦之

第二爻變天山遯，即遯卦為乾卦的二世卦。如此推演下去可得三世卦（天地否）、四世

卦（風地觀）、及五世卦（山地剝），但到了五世卦，再也不能以第六爻為變，否則變

成別宮（以本例是坤卦）。這時只得往回，即第四爻變成火地晉，為「遊魂卦」。遊魂

之後，下卦再返乾卦，成火天大有，乃稱為「歸魂卦」(朱邦復，1995)。 

假設使用電腦技術輔助，可否推導或驗證易卦之序？本文提出相關作法與實證，發

現電腦科技確實可輔助人文研究，並提供必要資料，加以佐證，以野人獻曝之心，敢獻

此一新猷。 

西元 1973 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竹簡等珍貴文物 (張家勝，2008；李

尚信，2009；罗见今，2017) 。其中有《易經》、《老子》、《戰國策》等，究其易經

卦序，有別今本周易 (张清宇，2011；余比干，2015) 。在〈周禮˙春官〉提到三易之法，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否《連

山》、《歸藏》乃夏、商失傳之易，眾說紛紛(闻惠芬，2002；鄭吉雄，2016)。《周易》

卦序，則有學者提出數學模型，加以闡述其排列規律 (王俊龙，2002) 。傳本之周易卦

序，上經起乾坤，至坎離，凡三十卦；下經自咸恆，終未濟，共三十四卦。 

明朝來知德先生的《來註易經圖解》(來知德，1995)，被譽為易學寶典，收錄各類

易圖，綜合各家之見，有學者以哲學角度，提出一己看法 (鍾彩鈞，2004) 。在《來註

易經圖解》中，本研究知道河圖、洛書、先天八卦、後天八卦等圖，亦有孟喜、焦延壽、

京房一脈相傳之八卦宮圖 (高怀民，2000；張書豪，2017) 。 

儒家按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有所成就，被稱為帝王易。京房易則為數術家所宗，

稱江湖易(朱邦復，1994)。京房之序不同周易，另有推衍程序，以納甲筮法編有八宮，

每宮各以八純卦統領七卦，共六十四卦 (吴勇，2013) 。還有於文人雅士之間流傳的梅

花易，朱邦復先生以倉頡碼取之，可用於占卜射覆，即預測之用 (朱邦復，1994，〈附

錄一〉) 。 

然而，易經的卦序，能否以資料探勘的技術提供佐證？易經是否存在跟二進制的關

係？還是這只是萊布尼兹的狂想？又或者，真的能夠貼近易學，終成一家之言 (林群喻，

2011) ？本文以二進制，對八卦、六十四卦之次序，以資料探勘軟體工具 weka 提供佐

證，再用決策樹分類法進行知識表示，此一嘗試結果，敢謂芻議。 

 

 研究設計 貳、

 

本文引用二進制配合六十四卦之算法，與王開正先生所示相同 (王开正，2006) 。

王文針對八卦順序、六十四卦順序，並按黄帝太極方圓圖提出解釋。本文依序為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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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展開之序，只有前三十二卦相同。另本文尚有八宮卦表及二元樹圖，並輔以 weka

運算之截圖，嘗試給予更多佐證。 

 

表1：八卦值表 

爻位 爻值 卦畫 卦值 中文卦名英譯 縮寫 爻位 爻值 卦畫 卦值 中文卦名英譯 縮寫

三爻2^2 0 ⚋ 0 坤 Earth E 三爻2^2 1 ⚊ 4 艮 Mountain M

二爻2^1 0 ⚋ 二爻2^1 0 ⚋

初爻2^0 0 ⚋ 初爻2^0 0 ⚋

三爻2^2 0 ⚋ 1 震 Thunder T 三爻2^2 1 ⚊ 5 離 Fire F

二爻2^1 0 ⚋ 二爻2^1 0 ⚋

初爻2^0 1 ⚊ 初爻2^0 1 ⚊

三爻2^2 0 ⚋ 2 坎 Water W 三爻2^2 1 ⚊ 6 巽 Breeze B

二爻2^1 1 ⚊ 二爻2^1 1 ⚊

初爻2^0 0 ⚋ 初爻2^0 0 ⚋

三爻2^2 0 ⚋ 3 兌 Lake L 三爻2^2 1 ⚊ 7 乾 Heaven H

二爻2^1 1 ⚊ 二爻2^1 1 ⚊

初爻2^0 1 ⚊ 初爻2^0 1 ⚊  
 

依易理卦爻之習慣，爻位由下而上，依序稱為初爻、二爻、三爻；陰爻其值為 0（符

號記為⚋），陽爻其值為 1（符號記為⚊），將爻位視為位元，正好是二進制轉十進制

的換算法。 

八卦共三爻，即 3 位元，如【爻位】所示。【爻值】以二進位記之，【卦值】則是

十進位。八卦值依十進位排序（由 0~7），【卦畫】即以陰陽爻記卦象，配上【中文卦

名】等，如〈表一〉所示。 

因 weka 導入時，若有中文欄位，會有亂碼，故輔以【英譯】。為了記錄八卦相重

之後的結果，再用英文單字【縮寫】。〈表一〉第六卦的巽卦，常見之譯為 Wind。但

因縮寫會與 Water 重複，故改譯 Breeze，縮寫為 B。 

 

 

 
 

圖 1：八卦方位循環圖 

 

 

坤(E) 

震(T) 

坎(W) 

兌(L) 

艮(M) 

離(F) 

巽(B) 

乾(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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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1〉卦值，八卦有坤(E)、震(T)、坎(W)、兌(L)、艮(M)、離(F)、巽(B)、乾(H)，

依值為序，按順時針方向排列，繪如〈圖 1〉。 

 

 
圖 2：八卦之二元搜尋樹 

 

依〈表 1〉爻值，人工可繪製出分配均勻的二元搜尋樹，節點左小於節點右，節點

左為 0，節點右為 1，八卦依序如〈圖 2〉。 

 

表 2：六十四卦值表（部份） 

卦名Name 下卦lower 上卦upper 初爻～上爻1To6 卦值value

坤為地E_E 0 0 000000 0

地雷復E_T 1 0 100000 1

地水師E_W 2 0 010000 2

地澤臨E_L 3 0 110000 3

地山謙E_M 4 0 001000 4

地火明夷E_F 5 0 101000 5

地風升E_B 6 0 011000 6

地天泰E_H 7 0 111000 7

雷地豫T_E 0 1 000100 8

震為雷T_T 1 1 100100 9

雷水解T_W 2 1 010100 10

雷澤歸妹T_L 3 1 110100 11

雷山小過T_M 4 1 001100 12

雷火豐T_F 5 1 101100 13

雷風恆T_B 6 1 011100 14

雷天大壯T_H 7 1 111100 15  
 

本研究依〈表 1〉方式，將八卦兩兩相重，其排列組合共有六十四種。限於篇幅，

暫列前十六筆，餘者可依此推衍。部份結果列示如〈表 2〉。 

六十四卦共六爻，即 6 位元，由下而上依序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

上爻，如【初爻～上爻】所示，以二進位記之，【卦值】是十進位，換算方式同前述。

底下三爻，即初爻～三爻所形成的卦，稱為「內卦」或【下卦】，逕自將其序以十進位

表示；最上面的三爻，即四爻、五爻、上爻，所形成的卦，稱為「外卦」或【上卦】，

也是十進位制。六十四卦名則按今本易經，縮寫字母來源請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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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 weka 之前，欄位名稱或資料有中文，會造成亂碼。因此，請預先將中文改用

英文，以免造成亂碼問題。再使用 MS Office 的 excel 或 LibreOffice 的 calc 將完整的六

十四卦值表，轉存 csv 格式，才能匯入 weka 做後續處理。 

而六十四卦值在 weka 進行分析時，本研究發現無論進行分群(Clustering)或分類

(Classification)，在正確率來講，並不理想。在資料探勘學科，分類係透過分析資料的特

徵，將已知資料做妥分類，再根據已知特徵值，將新進資料加以分類，於預測、決策頗

有成效。據應用於人工智能領域研究的漢字基因，其分類基因的基因結構圖，便是依二

元搜尋樹進行開展(韩英铎、董名垂，2000)。 

 

 

 
圖 3：分類決策樹 

 

〈圖 3〉係以 weka 進行分類後，自動產生的決策樹。其六十四卦值表的決策樹，

其值均分，0~31 在左，32~63 在右，與〈圖 2〉類似。 

 

 
圖 4：分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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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分群時，則是力求同群差異小，異群差異大。這與易經以卦畫取象，象徵萬事

萬物的占卜基礎，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圖 4〉是分群結果，其 X 軸為卦值，Y 軸則是

上卦，很明顯均分為八群，每群有八卦，顯示易經八卦的分群符合分群方法的科學驗證。 

 

表 3：八宮卦表 

上\下卦 坤 震 坎 兌 艮 離 巽 乾

坤 坤為地0 地雷復1 地水師2 地澤臨3 地山謙4 地火明夷5 地風升6 地天泰7

震 雷地豫8 震為雷9 雷水解10 雷澤歸妹11雷山小過12雷火豐13 雷風恆14 雷天大壯15

坎 水地比16水雷屯17 坎為水18 水澤節19 水山蹇20 水火既濟21水風井22 水天需23

兌 澤地萃24澤雷隨25 澤水困26 兌為澤27 澤山咸28 澤火革29 澤風大過30澤天夬31

艮 山地剝32山雷頤33 山水蒙34 山澤損35 艮為山36 山火賁37 山風蠱38 山天大畜39

離 火地晉40火雷噬嗑41火水未濟42火澤睽43 火山旅44 離為火45 火風鼎46 火天大有47

巽 風地觀48風雷益49 風水渙50 風澤中孚51風山漸52 風火家人53巽為風54 風天小畜55

乾 天地否56天雷无妄57天水訟58 天澤履59 天山遯60 天火同人61天風姤62 乾為天63

 
 

依據〈圖 4〉分群的思路、形狀，本研究將六十四卦，均分成八群，得〈表 3〉結

果。其對角線，以灰底示之，係上下卦皆同，卦值恰為九之倍數。而對角線的概念，又

與洛書暗合。模仿〈圖 4〉之狀，由上至下，依每列為序。每列由左至右，上卦不動，

依〈圖 1〉順序，一一替換下卦，形成坤宮、震宮，以迄乾宮，每卦統領一宮，此卦宮

格式與孟喜、京房相仿。但每宮上卦不變，只有下卦依 0~7，逐一變動，共有八種組合。

這與京房卦所示之純卦、一世至五世、遊魂、歸魂，一共八個卦，亦有不同。 

就〈表 3〉可知，易經均分為上下兩半，其卦數皆為三十二。上半部起自坤為地，

至澤天夬止，合共三十二卦；從坤至兌，共四宮。下半部從山地剝始，到乾為天終，亦

為三十二卦；起自艮，終於乾，亦為四宮。分配妥當，呈現數理均衡之美。 

 

 貢獻與結論 參、

 

在《周易》裏，並未有卦宮的概念，且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卦數並不相等。

其以乾卦居首，次序出自周文王。因恐文王序卦之理泯滅，儒家十翼裏有序卦傳加以闡

述。《易經．繫辭上》也提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本文嘗試以二進位，將八卦、六十四卦賦予一個數值，有了數值自然就有次序，並

能夠運算。本研究以 weka 工具輔助，進行分群、分類。結果，得到了一個二元決策樹，

及八群均衡分配。而這樣的資料呈現方式，當有助讀者們更容易理解卦序意涵、分群概

念。 

參考二進制換算原理，本研究首先得到一個新的八卦次序，它們是：坤震坎兌艮離

巽乾，如本文之〈圖 1〉、〈圖 2〉。這與伏羲八卦序：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及文王八

卦序：震巽離坤兌乾坎艮，並不相同 (來知德，1995)。 

其次，本研究按此算法，再對六十四卦進行運算。得到分配均衡的卦序，它以坤卦

居首，迥異今本周易。這個是否就是失傳的《歸藏》卦序，因未有更多出土文物，本研

究不敢斷言。但就〈圖 2〉、〈圖 3〉來看，這個卦序完全符合【資料結構】的二元搜

尋樹，而本研究在漢字基因之〈分類基因的基因結構圖〉，也看到類似的應用(韩英铎、

董名垂，2000)。該文只看到 2 的五次方，即 32 種，文中提到開展為 2 的九次方，即 512

種。 

〈圖 3〉、〈圖 4〉，則是應用透過 weka 工具程式的協助，以【資料探勘】的分類、

分群等演算法，所產生的圖形。〈圖 2〉、〈圖 3〉呈現二元搜尋樹風貌。可做排序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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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也提供快速搜尋。只是，前者只有八卦，後者則有六十四卦。 

〈圖四〉是分群圖，看起來像京氏易的卦宮，呈横向排列，八個一組，共有八組。

將其對齊，八個一列，共八列。按二進制卦值依序列之，得〈表三〉結果。不過，每宮

之純卦，不像京氏易皆居首，隔一列錯一位，呈現對角線，頗似〈圖 4〉模樣。 

本研究以為，很多文史哲資料，若能透過電腦工具協助，或可理出頭緒一二，呈現

不同樣貌，說不定暗合數理之跡。古人只有算盤，就推演出這麼多的心得。今日電腦一

小時的計算量，說不定古人要花一季的時間來算。而電腦可擔任重複性工作，計算速度

快且正確，加上儲存量巨大。現代人若能善用此工具，演繹之得大有機會超邁古人。 

人文學者長於文史哲資料研讀，資訊學者擅用電腦分析。兩者結合，加上華裔學者

擅長中文，繁簡中文等資料庫極其廣博，時間跨度上下五千年，實是一研究寶庫。古典

兼具現代，感性內藏理性，既優雅又獨特，正是使用中文的學者們馳騁領域，大可發揮

所長。有志者，曷興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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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equences of 64 hexagrams with "I-Ching" would be the standard. The 

silk I-Ching of Ma-Wang-Dui Han Tomb in Chang-Sha City has unearthed, the order is 

different with I-Ching as we have known. The eight trigrams can be arranged in two 

sequences: the xiantian (before Heaven) and the houtian (after Heaven).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refined the binary number system; the main inspiration comes from I-Ching of 

ancient China. The Book of Changes (I-Ching) is China's most famous divinatory system. 

This system of 64 hexagrams plus their interpretations and changes is at the root of Chinese 

thought. In this study,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s used to make new knowledge presen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based on binary digits system. It may provide modern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I-Ching. We believe, the more we get, the tigh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bines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I-Ching, 64 hexagrams sequences, eight trigrams sequences,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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