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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符经注释 
 

  写在前面几句话  

 

  此书在于变通理解，阴符三百字其内容包括广泛，其意义之深远，不是本

人几字所能阐通，关键在于其悟原文，以达变通运用，阐述此书本，总结和引

用了古今大作之论点，加以整理和应用。实因本人学识浅显，为弘扬道古老文

化中的一颗璀璨之明珠，广为让世人认识，本人诚在让读者意会原文，如能在

本人注译下达到理解原文的目的，就是我做为一名道教弟子为弘扬祖先文化的

一片赤诚之心，如书中有其谬误之处还望之读者多加指正。  

 

  已卯年 孟冬 紫云道人真柏  

  于千山汤岗子娘娘庙 

 

  阴符经讲解序  

 

  《阴符经》与《道德经》齐名为道家双璧,它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闪耀

着智慧的光芒。历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智谋之士，对它十分重视。 

  阴符经中有道家的养生之道，有富国安民之法，有强兵战胜之术，有明哲

处世之方。 

  大家可知，相传古代有一名隐士姓王，名栩，隐居于扶风池阳，颍川阳城，

人称鬼谷子。他是一位纵横家，军事家，谋略家，据说他用阴符经，调教了古

时四大名家，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二个政治家二个军事家）。 

  成语中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典故，就是说当年苏秦下山后，为合纵六国，

历经三年研究阴符经，最后终于完成合纵大业。 

  《阴符经》它不仅适用于养生，还适用于治国和治军，能掌握这些规律和

运动法则，就能在现实社会中自由发挥，并为我所用。 

 

阴符二字，以明天道与人道有暗合大理之妙。 

阴符经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解释开是说你如能观察和推测

“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企业之道，市场之道，及经济之道”并掌握它们的运

行规律。你如果掌握了企业发展的必然之道，那你就有办法把企业搞的越来越

壮大。 

  如果掌握了市场发展的必然之道，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观“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不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即“不单用眼睛看，

还要用心想，察其内里的事物”。执“自然之行，社会之行”。不执之以手，而

执之以机，即“掌握当时的社会和市场的规律，不单要顺其行，而要抓准机会”。 

  观天地阴阳之道，执天五气而行。则兴废可知，生死可察。能明此五行制

伏之道，审阴阳兴废之源，睹逆顺而不差，合天机而不失，则万事万物就能全

被你掌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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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符经的“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正是告诫人们要审时度势，避免作出刻

舟求剑，盲人摸象的糊涂事，典故中的杨一清除奸，子产不毁乡校，宋太祖杯

酒释兵权，这些典故也都是“阴符经”在执政管理方面的“观天之道，执行之

行”的运用。观与执，就是观察和掌握。阴符经上说：“火生于木，祸发必克，

奸生于国，时动必溃”。解释开是说：“火本来是从木头中钻出来的。可当火灾

形成后，火就会烧毁树木。奸贼在国土上滋长，时机一到他就一定败坏国家。 

  贤明的统帅一定要察其入微，做到时时加以控制，使其防患于未然。天下

的难事，必起于简易，天下的大事，必起于细微，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百丈

大厦，焚于烟火，纣王之祸，起于象筷。 

学道者知之，使木生火，而木不焚。奸生于国，而国不乱。人身五行，视

“肝为木，心为火”。木火为炽燃，即“心肾相交，心火温肾水，肾水降心火”

以潜应天机，常人纵之“即纵欲过度”以伤生。是轻命恣奸也；圣人炼之“固

精、气、神”以成道。中医理论说：饭多力足，血多气足，精多神足。“饭化血，

血生气，气生精”是返邪归正也。 

 

  阴符经说：“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

三才既安”。 

  解释开说：人，盗天地精华而生，万物，盗天地精华而长。人生天地之中，

万物可为人所用。可是，盗亦无道，就等于残害自己。如石油可以开采，煤炭

可以采烧，但它们都会污染着大地，能源的开发，推动了人类的向前发展；可

也是太阳的黑子，大气层的空洞，两极冰山溶化和全球变暖的起因。 

  两江洪水的泛滥，不正是我们人类把绿色生态平衡破坏的结果吗？  

  阴符经上说：“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也就是说万物，人都可享

用，树木我们可用来搞建设，可用来做家俱，可砍伐下来，你就一定要把它补

栽上。如果乱砍乱伐，就会破坏绿色的生态平衡。大家可知千年的古树每株年

可含水二吨半左右。如成片的砍伐，那就会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长江洪水的

泛滥，那不正是绿色的生态平衡破坏的结果吗？ 

  养猪可用来食用，可如果你觉得好吃，你就杀了大的，杀小的，杀了小的

杀母猪。一直杀没了，再想吃就没有了。有的说猪繁殖率高，杀不完，那你就

总吃，可没等连续吃上一年，就吃成脑血栓，造成终身的遗憾，你才明白，这

时已晚了。 

  修道者如能明之三盗，自然能有所修练，为守三宝（精、气、神）。爱养灵

珠（即真气），存三守一（守心），精气神全，才能练到，赫赤金丹光辉充实天

地（即全身），万物怎能盗于我呢？久之才能练成金刚之身。 

三才之道，顺乎自然，自然之道，在于清净，清净气血平，清净智慧生，

天之清净，孕育万物，地之清净，八方安宁，国之清净，无为而治，人之清净，

一片祥合，百邪不侵。清净要自清自净。清净智谋生。智谋就是道，道就是事

物发展的规律。 

 

  阴符经说：“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天之无道，星辰陨落，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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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万物不生，人之无道，天翻地覆，三盗各宜，彼此相安。” 

  如天之道，阴、晴、日、月、星，地之道，金、木、水、火、风，人之道

有心、肝、脾、肺、肾，五行所属各有规律，生克适宜，五行相安。 

  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见可欲，使民不乱，不贵难得之货，使民

不为盗”。 

  老子所说的不上贤，就是不看重名利权势，那就能使民不争，不看重钱财

情色就能使心不乱，不看重珍宝器物，就不会使人想盗取。 

 

  阴符经说：“生死之心在于物，成败之机见于目”。心因物而见，逐物而丧。

人爱财，不免为财而死，而毁败。 

 

  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方倍。 

  一个统帅，如能拒绝各种物欲，如（情、色、名、利）的引诱，做到身心

不乱，主事专精，那么他的指挥就能以一当十，反复思考，充分发挥，就能以

一当万。那么还有什么敌人或事物我们不能战胜的呢！ 

 

  阴符经上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正反映了学道者研究和掌握自然之道

之规律，加以利用，突出因而制之的法则。 

  人是五行之子，须顺五气之生杀，任阴阳之应运，智者之道，贵其公正，

贵其公正，若能动用合其天机，应运同其天道，才能人安其心，物安其体，五

行安其位。上施道德，下行仁义，心不妄生，机不妄动，欲令戒慎其目，就不

能妄视邪淫之色，使心见物而不生妄动之机，不挠其性，以固寿保躬，才能健

康长寿。 

 

  阴符经上说：“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

相推而变化顺矣”。解释说：“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的而天地又是“道”所生的。

这个“道”既是人们所说的自然之道。“道”高深莫测，寂然无声，一动不动，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至静”，“无为”。只由于它至静无为，所以无所不包，凡属

有形有气的物质，都从此诞生了。整个天地之间都为道所充塞。道生出天地之

后，它也就寄托于天地之中，它运行于天地之间只不过：“阴阳”二气罢了。 

  阴阳二气在天地之间，整年间从没出现过平衡的现象，而是更替着，互为

消长，这样一年四季就形成了。人以一身，参天地万物之用，可不知谓静，惟

其心猿意马，每曰放纵于利欲之场，视天地万物生成之理，对自己无关；哪知

天地之道，冬至——阳生，夏至——阴生。未有骤然而进，故阴阳相推，顺自

然之理。 

  唯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正是由于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这个缘故。所以顺其自然，对它加以控制和利用。 

  所谓“自然之道”也就是“社会之道，市场之道，企业之道”如知道了这

种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我们就要对它加以控制和利用。 

  比方说：要个企业都有它的发展规律，即（产、购、销）。如果做为一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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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来说，不能把和市场完全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他就会成为事业上的失

败者。 

真正的管理者，不但要根据市场进行规律，加以控制和利用，而且还要掌

握，社会的发展运行规律，加以控制和利用，这样我们所建立的事业便必然能

够昌大。 

 

  阴符经说：“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这也是说天地的运动，

有其常轨，故朔望季节各有定时，过与不及，均失其机。例如：历法上确定的

季节，推算的恰恰正点，不容许有时间的误差，早了便太过，晚了便不及。做

为一个智者无论企业或个人本身事业上都要把握好时机，特别是对军事行动来

说，时机尤为重要，能否把握时机，常常决定胜负之关键。 

  饮食也是一样，吃食物是为了给身体提供养料，失时不食就会伤害身体。 

  天地万物，动合乎机，则万物安。如春萌、夏长、秋贮、冬藏，动不合乎

机，则万物伤。所以说，时机要紧紧把握住，不容许稍有差误，早了就是“太

过”，迟了便是“不及”。所以，圣人把握时机以行事。 

 

  学道者懂得这个道理，采练气就要有定时，结丹亦有日，其甘如饴，其大

如桔，食之登仙，金盘玉骨，此其血化膏（精），膏化气，气化神，正开金阙，

矿百骸理。如心急者（武火催炼）膏尽，气乱者木枯，（调吸不畅伤肝），圣人

内观反听（即神不外泻），塞兑含流（即闭气咽津），心隐于内，鬼神莫测。故

恍恍惚惚。时间久之，慢慢成丹。杳杳冥冥是说若不追求幻觉一类，不过于看

重某一点，才能精旺，神足。此不神其神，所以能到达超凡至胜。真正练成圣

功必使乌兔交合（即精神交合），龙虎交媾（气血交媾），鼓之以雷廷，润之以

风雨，心中一片空白，随处好游，此谓因神而明，因明而神。无中有是玄中玄，

有中无乃妙中妙。变化万端，深不可测。昭彻万象（观察万事万物）洞无所蔽，

（即想看什么也挡不住），真可说神明不可思议，今人单知道口说，不能植身去

做，单知以名利、钱财、情色为快乐，不知道它是梦幻泡影，实在可悲也。 

  阴符经，智慧的火花，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和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曰趋主导的

年代，更以奇光异彩为世人所重视，无论应用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

事、商贸、管理和人际交往领域都展现其广泛的实际价值。 

  让我们把祖先圣哲的思想，哲学原理和方法继承过来，运用到现代社会生

活中骈，提高谋略现代智能，为祖国富强，开拓前进做贡献。 

  借先人的智慧，谋今曰的事业，为现在和未来人类征程作贡献。下面有诗

赞： 

 

  岁月悠悠几千年， 

  圣古传书留宇间。 

  天地生杀有机理， 

  阴阳造化顺自然。 

  百物覆载论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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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制机妙中玄。 

  今世掌执其中道， 

堪称当代活神仙。  

粗读兵书尽冥收， 

为君掌上施权谋。 

 

阴 符 经 “阴符”二字上可通天，下可察地，中可化生万物，为人最尊。

阴者，暗也；符者，合也，“阴符”二字身心也，情性也，水火也，神气也，铅

汞也，龙虎也，动静也，乃为修身之本，养道之渊宗，以明天道与人道有暗合

大理之妙。 

 

  神仙演道章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观察和推测自然之道，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那么道就被我所理解和掌握

了。观者，推测而精察之。天者，宇宙也，自然也，社会也。道者，运行规律

也。执者，操持掌握。行者，自然规律。尽矣，全被我所理解和掌握了。观指，

推测而精察之。天者指宇宙、自然社会，道者指运行规律。执是操持掌握。行

者自然规律，尽矣。全被我所理解和掌握。 

  观天之道是说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不同于其事物的特性。有它存

在与运行的规律，而无数的个别性又聚为社会的总体规律。人们要想认识自然，

认识社会，就必然掌握事物运行规律的奥秘，而事物运行规律的本身，已包含

着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周围一切事物生克相系的协和存在，而存在的同时便

意味着合理。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而要做到顺应自然，首先，必须善于观察和

推测自然之道。当然，这个自然应该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状况，决策者要善于

观察和推测客观事物的运行法则，把握事物运行的规律，才能赢得胜利。 “观

天之道，执天之行”强调的是要善于审时度势，没有对时与势的充分认识与理

解，不具备宏观考察社会现象的知识，就可能遭遇失败和挫折，显然这要求自

身的审时度势，精于把握机遇，准确地捕捉对方心理，恰到好处地制造气氛，

才能战胜对方，大智大谋者不贪小利，高瞻远瞩者不失大体。观天之道，执天

之行，尽矣。 

  有修道者认为：观察世间万物的运行规律，要懂得《天、地、人》三者同

一场，人们不但在知冬避寒，夏避暑，还要懂得自身的修炼。人身的四肢百骸，

五藏六腑，正应天地之数，而天地的一阴一阳是它的运行规律。 

那么，一阴一阳之中又包括着很多的物质，阴阳的协调是天地的协调，又

是人体的协调。人若失去了这样的协调，就会走向死亡。观天之阴晴，知地之

四时，察人事之万变，应万物之制化，养自身之藏腑，才能顺应自然，以达长

寿。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而在人事，更是数不胜数，三国时代，诸葛亮

的“隆中对”堪称之为观天之道的杰作，也是对自然法则和对运行规律有着本

质上的理解。 学道者观自身以应自然，视心、肝、脾、肺、肾与五行相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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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理，以应其外应，这才算得其道。 

 

  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五贼为五种道术，即贼命、贼物、贼时、贼功、贼神。如将这五种道术在

心中揣摩熟透，融会贯通，施行于地地间之后，人的思想就处于一种自由状态，

就会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在自己把握之中。所谓五贼在心，即贼命之机，贼物之

急，贼时之信，贼功之恩，贼神之验。贼命以一机，天下用之以味。所谓贼命

之机，指自然运行规律、社会运行规律，小可指经济、市场、家庭、个人的运

转等，能观察推测出它的机源，就会掌握运用。黄帝得贼命之机，白日飞升。

贼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范蠡得贼物多急，而霸南越，贼物之急，是指为

了激发人们的意志，振奋某一团体或个人。甚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采用物质刺

激的方法，使他们感到有利可图。为了瓦解某一团体或个人也是常用厚利，使

获得财富后又可能消磨人的意志。贼时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管仲得贼时之

信，九合诸侯。贼时之信，是说时机到了，就必须迅速牢牢地抓住、信守勿失，

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如不把握时机其结果也自然适得其反。要使敌人无机可乘，

或制造困难，使对方错失良机，都强调把握时机的重要性。贼功以一恩，天下

用之以怨。张良得贼功之恩，而败强楚。贼功之恩，是说为了鼓励人们建功立

业，常予建功者各种赏赐、以示恩宠。但恩少生怨恩多滋骄，反而会造成巨大

损失。贼神以一验，天下用之以大小。鬼谷子说，世界上的五贼，没有比贼神

更重要的了，对立的一方是庞然大物，而别一方却小的多，以小而取大，这就

是贼神的结果。即运用了神机妙算，天地的神奇也不能与贼神的神奇相比。要

达到以小取大，以小灭大的目的，人们就必须运用神机妙算。五贼也可说五行，

五行虽然循环相生，但又互相克制，使种种物体在灭绝之后者能复生。五行的

作用不在于生。而在于克。所以人们称五行为五贼，能明白地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建立的事业便必然能够昌大。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人们懂得世界上存在着种种各样相生相克的事物，能认识和利用它们的变

化规律的人，就可以在事业上昌盛发达。学道者明之，五贼者为五种道术，在

人间是五种事物，古时讲“天五星，地五行，色五色，音五音，人五脏”的对

立统一关系和五种修身之法。如贼命之机，实是指人身的整体，明白了自身的

状况，就要顺应自然和世间事物的规律。做到适时，适时的调整。使其自身内

里适应其外应，以达天、人同一之境界。这里应说明的就是，人无论衣食住行，

还是心理素质与天地同一。贼物之机是说，学道者在曰常修炼要在衣食方面顺

应自然，冬棉、夏单，食物也是同理，冬腻、夏淡，平常饮食应清淡薄油，尽

力不吃大刺激的食物，因五味对应五藏偏激则伤。贼时之机是说学道者明之，

时与机的对应关系，就会无论应用在修术结丹方面和饮食休息方面，都应把握

时，而时的概念的深层又是以机表现出来，所以后部书中提到食其时，百骼理，

动其机，万化安。时与机的对应关系，实则是统一的关系，时的表现是机的运

用。也是时间的概念，如，修丹道中的百曰筑基，在冲关时就突出一个时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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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它告诫修道进在上时要有一个从心理到生理的一个准备过程，抓住机会一

举成功。 

  时的概念是一个长久的也是短暂的，总体是，让时的虚物质变为事物本身

的效应，以达预期之效果。贼时又可说时机一到，就要牢牢抓住，信守勿失学

道者明之就会在修丹中顺其时，时的概念又是机的体现，也是时间的延续，明

白其中之理，就会得其正果，如初炼者要收心，这个名词，实质就是静的表现，

静极生动，所谓的动，不是人体本身的动，而是五脏通过自身的调理所产生的

气动。所谓浑元之气动，也是前人所说的“气动者神依”。此时抓住时机引气、

养气。丹道重在逆转造化。也就是把后天之气返还先天之气。“先天气盈，方可

行功”行功是招摄宇宙万物之生气于己身，而驱出自身停蓄的死气，培养先天

一气，丹经说“万缘都不著，一气复归台”。先天一气，积蓄既久，势力雄厚，

应机发动，其气来之，曰冲关，这时要有心理准备，气来如雷，身体大动，此

时注意放松调息，以免走火入魔。这时要心静调息。丹经说：“神返身中气自回”。

祖师张真人说：“凝神调息，调息凝神”。凝神是说收自己清静之心而入其内，

所以说时和机的应用无论在方方面面，都有它具体的表现，把握时机，就会事

半功倍。贼功之机是说学道者从自身的效应从多方面显现出来的是时间的延续，

也是持续的过程，只有稳步的发展积聚起来，者是最终的所望。贼功可说是时

间的延续，又是时间的结果。持之以恒，才能超出同类，点滴者石穿，功到者

自成。贼神之机是说学道者明之，须“以神抱气”既心神不外泄，丹经说：“神

气合一，魂魄相拘”。如此朝暮暮，则丹结，神者，可说心神。心神一静，随息

自然，另讲，丹功完满，脱质升仙。“升神经”讲：身神并一，则为真身，身与

神合，形随道通，隐则固于神，显则神合于气，所以蹈火水而无害，对曰月而

无影，存亡在己，出入无间，或留形住世，或脱质升仙”。  

  将这五种道术在主中揣熟透融会贯通。用在自然，用在社会。融汇于心中

之后人的思想就处于一种自由状态，于是他感到周围一切都是在自己把握中。

周围一切事物变化都由我作主。学道者明之于心，导气炼丹运行于身，所谓的

天既身体，所以在意念之中把外界的万物精气都化做生身之源，把自身意境傲

游在自由状态中。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 

  为了延长人们自己的寿命，消除饥渴之苦，人们才食用美味的食物。但使

人不得长生的是因为人们贪图美味，而逐渐耗蚀了人的机体的机能。人们明知

美食过量导致死亡，但无人怨舍之。那么“心之所味”指什么呢？既指心中所

爱之物，又可旨美色。本来食色性也，一个正常人谁不爱美色，可贪图美色，

沉迷美色，纵欲无度，同样会造成灾害，拼命地追求私利和名物也会使人走身

极端、导致失败或灭亡。学道者明之，可食五味，顺应五脏（五味者，苦祛火，

辛祛寒，甜生血，涩收敛，酸解毒）。五味各有所主，顺之则相生，逆之则相胜。

智都应根据身体需要选择，顺其自然，这才能起到养生的作用。如肠胃有病就

不应贪食辣味，久之则积气薰蒸，人腐五脏，殆至灭亡。 

  道淡然，胎息无味。 “至道”最高的道，指具有最高道术的人。 “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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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活甘于淡然。 “胎息者”能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 “胎息无味”

指内功练气之法，又叫服气，即鼻中引气而闭之。学道者明之至道乃通往修丹

之最高的法界，必坚定意志，把人世间的繁琐之事抛开，专心致致。因修道之

法必从守静中得到，至虚守静，才能调得真息，祖师广成子云：“抱神以静，形

将自正，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

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

故之道矣。”至于胎息，则是心心息息长相依便是。“无味”指返朴归真。  

 

  神仙之术百数，其要在抱一守中。  

  守中即守心。学道者明知丹学功法其方法多种多样，其主要的是静中守心，

心神不外泄，不追求某种幻觉才是真法。  

 

  少女之术百数，其要在还精采气。  

  还精补脑。其意核心是还精补脑。修丹的女子明之，就是要在静中采气，

培养真元。 金丹之术百数，其要在神池华水。 口中津液慢慢咽下。 “金丹”

二字在道家修炼功法中已过一定层次时，此时的炼功方法主要是把口中的津液

慢慢咽下。丹家认为此时调息，有逆顺之分，逆者成丹，顺者成气。成丹又须

把口中的津液徐徐咽入丹田。因修仙者认为：口中之津液是由真气结成，还可

以说，神水来自虚空中的清灵之气，如将人之神与此气配合而炼养之，久而久

之，大丹始成。 

 

治国之术百数，其要在清净自化。  

治理国家方法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无为而治，清净自化。 

 

用兵之术百数，其要在奇正权谋。  

奇正之变，不可穷也，权谋，是因为军事形势，随时、随地、随人而变，

有时甚至是令人猝不及防。为了适应这种复杂的变化，主帅就不允许常守不变，

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和决策，否则，就会贻误战机，造成损失。宇宙：古往今来，

曰宇，四方上下，曰宙，万物：包括人与物。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们所说的天性，其实是指人的本性，而人的心则如一张待发的弩机，人

们应当毫不动摇地按自然（社会）运动的规律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安定人心，

使之向化，并为我所用。朱熹说：“天性，如果说是由天地所生，但它却听不到，

见不到，摸不着，以使人感到它并不存在，但人们的心却禀承天地之性”。所以

说人性即是天性，人们的心常常自然而然，却又不知所以然。这就叫做“机”。

天之所以能够动，地之所以静，这也是“机”在起作用。这种“机”表现在人

身上，处处可见。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可成为桀、纣那样的坏人，

都是由这样“机”来决定。只有确立用天之道来端正人们的方向，人们才能去

人欲，存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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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天发了杀机，星宿就要移位可陨落；地发了杀机，江海中的龙蛇就要爬上

岸来；人动了杀机，就会弄得天翻地覆。天发杀机，是指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

如冬季变暖，或年成久旱久涝，就会出现灾情，又反映，星际间本来有自己的

运行轨道，可脱脑了它自身的轨道，就会造成星际之间的碰撞，而出现了另外

一种迹象。地发杀机龙蛇起陆，是说大地如要发生了反常的现象，如地震、山

崩、海啸等，这样就会造成灾害，就连水里的龙鱼也会被卷上岸来，地下的蛇

在冬天也没有人动杀机造成的灾害为大。如果把人类的武器全用在一时的自己

毁灭自己战争中，就会造成面目全非，地覆天翻的场面。  

 

  天人合发，万变定基。 

  指天之杀机，人之杀机同时并发之后出现的动荡不安的局面，也就是人们

所谓的天下大乱，八方不守。定基，是指经过这场大乱，一个新的王朝，新的

政权于是奠定了自己的基础。从此一信而万信生，故为万变定基。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圣智的人，能发现和察知自己和对方的长处与短处，一旦发现了自己和对

方的弱点，他就要采取了对策，就在心中酝酿成熟，发现了自己和对方的长处，

就因势利导，使之对我有利。用兵执政乃国家大事。因此更加重视伏藏之术的

正确运用，智者不但能善于藏拙而且能正确的藏巧，使别人莫测高深，这样我

才能独用其长而避其短。人的性格各有不同，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强有弱。

各种事物有特有的属性，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一面，都会有巧于此而拙于彼

的情况，由于事物的复杂环境的变异，自然要求当事者以清醒的头脑时时注意

了解自己，掌握对方，因为一旦暴露弱点，对方便会乘虚而入，而暴露出长处，

对方又往往会避长击短。所以，伏藏便成为致胜的关键。所谓伏藏，就是严守

机密，“大智若愚”便是这个道理，唯有善于伏藏，方能用其巧，扬其威，性有

巧拙，可以伏藏，就是扬长避短的谋略艺术。学道者明之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在修丹修术中，就会把自身的五腑六藏和四肢百骸想的清清楚楚。功能不强，

那他就会先强肾，肾在五行中属水，水靠金生，金靠火炼，五行中心为火，肺

属金，把吸纳之气入于肾部，再加于心火于丹田中，久则水火济济以达强肾。

那么肝脏不强，五行中肝属木，木靠水生，而肝的病多由胆处发起，如知这一

循环之理，必先熄心头之火，用以温火调水以水养木，以达去病延年。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人们之所以不能施行伏藏之计，就是因为人们的九窍常受到诱惑和干扰。

九窍中最关紧要的是口、目、耳。口、目、耳知道该如何动，为何静，就能抗

拒外来邪崇的入侵。眼睛总是要看，耳朵就是要听的，口是一定要讲话的，它

们不可能绝对静止，只在懂得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人才能和它谈动与静。修

道者明之动静，修炼中就会把握静与动的关系。静应是身静、外静、脑静，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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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致致的调理气动，所说的气动，是五脏的五行气动，知那个该动那个该静，

才能应自然于身，真正达到天人同一之境界。动、静之中怎样自然应自身，首

先必须先明春天木旺，夏曰火旺，秋天金旺，冬天水旺以及自身脏腑的对应之

理，懂得了这些道理，才会事半功倍，以达长寿。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火本是从木头中钻出来的，可当火灾形成后，火就会烧毁树木。奸贼在国

土上滋长，时机一到他们一定要败坏国家。贤明的统治者知道如何修炼、治国、

治军之术，才能窥其理之必然，察其之机未动，以智防之，以法制之，使不及

于丧败，此能立天之道以定人。五贼相生相克之机，情况也类似，懂得自身的

修炼，只有那些圣明的统治者才能办到。他们的修炼方法，首先精通动静与伏

藏之术。若你能研究事物发展的必然之理，在奸贼阴谋尚未发动时就有所发觉，

以智慧来防微杜渐，以法制严加限制。即使闹点乱子，也不致于使国家落到不

可收拾。这样的统治者，才真正是能“立天道以定人”的圣人。以上论述学道

者应明动静要顺应于自然规律（天人同一）。学道者明之，使木生火，而木靠水

养，奸生于国，而国不乱。奸指杂念，国指心神。 

  人身五行，视肝火木，心为火。木火炽燃必由水降，肾水降心火，心火温

肾水，以达水火济济，而这里所言奸生国，而国不乱，炼丹者应明神调息，而

在凝神之中又往往脑海之中幻象重生，杂念纷出，人身大脑中的幻象为奸，杂

念为奸，如果不能把杂念与幻象视若修炼之障碍，以澹泊之心应之，如一味的

追求之时就会造成气机混乱，出现偏差，只有达到虚无忘我的境界才能以自身

应自然，以达抱元守一的目的。道家的修炼之术，不单于服丹采气，更注重身

心的修炼。性与心、心与命，阴符经所讲的修炼，其时就是告诫人们性的修炼，

重要的是身与心，心与身这些都是统一体，自身的修炼，不但要在生理方面要

适时适量去做，心理上也要博大胸怀，大智大谋者，高瞻远瞩，人之身体，有

强有弱应因人而做，只能背三百斤的重物，就不要逞强背更重，重要的是懂得

量力而行。否则外伤及筋骨，内克制五脏。沉水入火自取灭亡。心理养生尤其

重要。中医理论说，忧之伤脾、气之伤肝，火之伤心，怒之伤肾，大喜大怒伤

志。而且社会上因妒忌而造成的终身遗憾的事很多。用清净的心对事对物和对

己，则万事万物都会向您微笑，那时你才真正觉出圣人我也！那时你才知生命

永远的延续。 

 

  富国安民演法章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注：天生万物，又使万物走向死亡，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之理。  

  学道者应明之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成循环之理。大地没有冬天的休

眠，就没有春天萌萌的生机。人没有夜晚的休息，就不能有来曰的精力旺盛。

炼丹者不能真正的静到空无忘我那就没有自身的真气动，而真气动后又转为丹

成，永远的循环之理才是真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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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盗”，这里指摄取，残害。万物盗天地之精华面生长，人盗万物而生存。

万物时或伤人，时或长人嗜欲，使人沉溺丧生，故万物人之盗。三盗只要各得

其宜，就能彼此相安。天地的精华，万物都在盗取，而万物又为人所用和摄取，

可胡乱的盗取又会形成灾害和生态的不科衡。学道者明之，视天地为自己的身

体，而身体又受外界的影响而逐步耗失，可耗失的同时人们又想到摄取万物的

精华而为己用，如此这样一个生物链循环不息。任何一种过度的盗取都会造成

灾害，天、地、人的关系是三才统一的关系，只在这三种关系适宜，才能积压

自相安。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吃不同季节的时机关报食物，广取于万物采其精华，自然百体康健。动而

合乎机，万物便能相安无事（动合其时合其机，才能应付千变万化）。修道者明

之食时与动机，则才把事物理顺的井井有条，适时而食，才能健康，时是时间

的概念，而机又是时的运用过程，机的运用必须要恰到好处，只有真正的懂得

时与机，才是得道者。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在一般人看来，只有他们感到神奇的事物才是无比神妙的，而不知那些表

面看并不神奇的事，却真的令人莫测高深。学道者应明之，点滴的起始，才是

最终的所望，最终才能达到神奇。大智若愚，无为而治，曹参治国，不神之所

以神：平淡无奇，屡见不鲜的事往往包涵着无数的神奇，关键在天人们认识和

探求。 “不神之神”的艺术魅力，越来越使人们注意学习如何发现平淡中的神

奇，于是它便由军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智者必思的不移课题。“不神”

与“神”，都是人们对某一事物的感受，人各不同，感受也有差异，由于环境、

教养、习俗、性格乃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的诸多不同，人们关于“不神”、“神”

的概念也就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要想实现，不神之神的效果，创造“不神

之神”的境界，就需要激发人的聪明才干，需要运用人的智谋韬略，对其客观

事物及其运行规律有其超乎寻常的深刻理解与感悟。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

水平的局限，在一些新鲜事物面前，往往容易用旧眼进行衡量，因而看不到这

类特殊事物本身蕴含的神奇内质，甚露出奇光异彩时才会恍然大悟，不自觉地

也惊呼一声道：啊，此真“不神之所以神也”。 

 

  曰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人们对每一年的日数，月数有定数。一年的曰数由地球绕太阳一周，定为

三百六十天；每月的日数由月亮绕地球一周定为三百六十个时辰（即三十日）。

天地的变化总离不了三百六十，定律的圣功就根据天地变化呈现位移的度数，

准确的推算出来的，不外乎三百六十这个原理建立起来的。人们能探天地奥秘

的神明，也是据此而产生的。这种准确的推算，使每年的节气符合实际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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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学道者之曰月二字乃时间的概念，而在一定的时间，又是

人们作某种事物或练功行功的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只有通过

这一过程才现出了功的体现，只有达到了一定的层次才现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

结果。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三盗的契机，深藏于事物之中，不为人们的感官所察知，因而很难发现。

君子发现了这种契机，就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小人发现了这种契机就会拼

命去追求私利。盗机，不可测也，然而此盗此要，能通三才造化，得阴阳阖辟，

一气流行，机缄自应，百姓曰用不知。唯学道得之以固穷。非守贫穷也，凡其

浮云富贵不事肥甘，乐清虚，从澹泊，即固穷之义。小人得之轻命，非曰事刀

兵也。凡其御房采战，嗜酣声乐，饮酒食，逞财气，即轻命之谓也。学道者明

之其盗之机是万事万物之间互为依赖，互为相辅之理。如树木人们可以采伐而

为己用。世上万物都可为人所用，可要适时适量，适时如农家的采收。适量是

要有计划的用。君子明白了这一道理，就会自己约束自己，在生活上节俭，在

事物上不放任。而小人得之，他就会把这种权力，据为自己的私利，最终会因

私欲的膨胀而葬送了自身。 

 

  强兵战胜演术章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瞎以耳代眼，所以他的听觉最灵敏。聋子以目代耳，所以他眼光最锐利。

这都是由于他们做到了身心不乱，主事专精。一个军队的统帅如能拒绝各种物

欲的引诱，做到身心不乱，主事专精，就能正确领导，那么他的军队就能以一

当十；如果他白天黑夜都在那里认真思考，反复掂量，他就能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那么他的军队 就能以一当万。什么事情只有考虑周密，才能深入究探其

奥秘。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于目。生死之心在于物，成败之机见于目。 

  人的欲望，是由物的刺激而产生的，人们一旦沉溺于物，最后必为自己的

欲望所葬送。物之所以能刺激人的欲望，人们眼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心因物

而见，逐物而丧，人爱财，则不免为财而死。而毁败。 

  《老子》安民章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

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

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也。 

  心因物而见，逐物而丧。人爱财，不免为财而死，而毁败。绝利一源，用

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一个统帅，如果能拒绝各种物欲，如（情、色、

名、利）的引诱，做到身心不乱，主事专精，那么他的指挥就会以一当十，反

复思考，充分发挥，就能以一当万，那么还有什么敌人和事物我们不能战胜的

呢！ 

Generated by Foxit PDF Creator © Foxit Software
http://www.foxitsoftware.com   For evaluation only.



 13 

  修道者明之，就会清心寡欲，于身外之，事与物却能冷静从之，以达无欲

无忘。以大德渡无量，以大理说众生。一个人要不过分看重和追求（情、色、

名、利）就会被人所崇尚。这里所说的物也可以说事物，而事物的本央又是对

立统一的，只有心目机合，目观心想才能把事物处理完善。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天无心施恩于万物，万物却感受到了这种恩惠，一到春天，一阵迅雷烈风

万物蠢然萌动，欣欣向荣。 这是所谓天，可说是一个国家的政策、法规。而生

活在这个国的人民必须遵守。在这个国家的制度下，跟着时势的步伐，围绕在

这个核心，团结一致，共同奋取，勤勤恳恳，才以驱外强，扬自威，把这个国

家的荣辱、盛、衰为己任，如果人民都以这一思想为主导，他们就能象迅雷烈

一样，所到之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的政策为民众而制定，国家的法

律是说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人受到约束，表面看来，政策和法律无恩、无情。可

深受恩惠的是广大民众，使他们安居乐业，不受侵害。自然一片祥和。 

 

  至乐性馀，至静性廉。性馀则神浊，性廉则神清。 

  一个过于快乐的人，往往是自以为是，很这容易把自己淘汰于人群之外。

乐极生悲。《家语》中：“至乐无声，以心平性正，不欺人，不欺物，不欺心，

不欺神，不触犯国法，不做没德无理之事，象当代雷锋一样做好衙为众生，自

然心怀坦当，情性怡逸，逍遥自在，心性坦然。 

  至静性廉者，是说一个统帅，一个领导者如能在任何事物面前，都能冷静

的对待和处理，不为一些杂事所扰其心，就能性静逸，神真志廉《亢仓子》曰：

贵则语通，富则身通，穷则意通，静则神通，做领者的贵其廉静，赏罚不差，

才能成其功业。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本来是至私的，但它却采用“至公”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自然之

道根据物的不同特点使之成长发展，而遗弃其中的任何一物。张良说：“只要动

机是良好的，即使不强迫命令，天下的人们却照着办”。他们对此并不理解，但

又不能违抗。“天之至公”或生之或杀之一视同仁，圣人效法天地，抚育万民，

体察他们的艰难苦楚。区别的予以照顾，“天之至私”是他们行使政令，执行法

制，秉公而行。天之至私可反映天下万物顺着它的规律而行止。而对人也是：

曰曰耕食，代代耕耘。学道者明之，则以自身应自然之规律，合其自然，因而

制之，炼其长生住世，无疾延命，种德修命，乃是用之至公。 

 

  禽之制在气。 

  要将敌人箝住而且制伏它，凭的就是将士们的勇气。徐大椿说：“天对万物

的统制，凭的也是气”。譬如说，春天它使万物萌发，夏天它使万物茂盛，秋天

它使万物收蔹生机，冬天它使万物藏住生机，都不外乎是气在那里起作用。 

  飞鸟靠大气流动而飞翔。学道修丹靠的是气的引导而修命，制的运用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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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规律，万物生长靠的是大自然的气。将帅用兵靠的是纪律，战胜敌人靠的是

勇气。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天恩”。生、死，五行之造化，

害、恩者，性命之深修，人身视金肺，心火，《龙虎上经》曰：“金火者，真药

也”。金火二字在修丹者认为：由肺纳气引心神之火，丹术著明，莫大乎金火，

且火生于寅，死于酉；金之所生，惟土能生，而火又生土，若无戊巳，不成丹

也。学道者明之水为万物之母，所以必当先于坎宫留心，水为丹母，金为水母，

所以肺引心神之火在戊己丹田中《鼎炉》，济济合合，此为大道明矣之理。五行

相克《参同契》曰：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而肾水得心火之温，此其金液

还丹，返本还源，此相生相克之理，实是恩害互转之诀。追求生有时导致死，

决心死反而得以生。恩从人们所谓害中诞生，而害也常从人们所谓恩中出现。

人们所以特别重视生与死？恩于害的辩正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处理行得好与坏

不仅关系着军事的胜、败，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小则涉及个人，大则涉

及全军、全国。历史上求长生者而短了寿。战场上贪生怕死的懦夫往往先死。

家庭中被溺爱的子女常常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害虫。严厉的军纪，不讲情面的惩

罚，犯者常以为“害”，但它实在有利于军队建设，故称为恩。而一种滥赏，溺

爱这样的施“恩”者，虽曰爱之，其实害之，故曰害生于恩。孙武曰：“投之死

地而后生，至之亡地而后存。”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那些愚人，知道哪些自然现象主凶，哪些自然现象主吉，便自封为圣人。

我认为那么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来分析政治得失的人，才是真正的哲人。 

  “哲”指智慧，如观察鸟的活动情况，就能知道季节的变化，观察万物的

变化，就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知识。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 

人们因圣人的“愚蠢”，而替他耽心，我却耽心圣人那么“愚蠢”。人们期

待着圣人的奇迹，我却希望圣人没有那种奇迹。徐大椿说：“天下的人都炫耀自

己能言善辩，其实他们对什么问题都没有成熟的固定的看法。有人认为圣人迂

腐固执，未免有点‘愚蠢’，还有人认为圣人神奇多变，机智莫测，不免令人感

到惊奇，我却认为圣人确实能洞察天地，成就万物，他们不但不愚蠢，而且也

不神奇。”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那些说圣人“愚蠢”或“神奇”的人，不是自己愚蠢，就是自己过于好奇，

那些自以为智慧可恃的人，追逐私利，放纵情欲，还自以为这是谋生的最好办

法。徐大椿说：“圣人不愚不奇，人们非愚即奇。盖自恃其知，循利纵欲，以为

谋生之良法，实丧生之祸根，犹之自投入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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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说别人“愚蠢”的和“神奇”的人，不是自己愚蠢，就是自己过于好

奇，那些自以为智慧可恃的人追逐私利，放纵情欲，还以为比别人高得多，实

际上他们是自己掘好了坟墓，这就像自己投身于水火一样，自取灭亡。酒、色、

财、气，乃是水、火、刀、兵的别名，人们沉溺其中还以为是快乐，那知水火

有溺焚之患。刀兵有杀伐之威，智者皆知所畏，昧者确乃沉迷于其中，岂不可

悯。学道者明之，尢求静修斋戒，极乐清虚。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

顺矣。 

  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的，而天地又是“道”所生的，这个“道”即是人们所

说的自然之道。“道”这玩意，高深莫测，寂然无声，一动不动，这就是才子所

说的“至静”和“无为”。只由于它至静无为，所以无所不包。凡属有形有气的

物质，都从此诞生，整个天地之间，都为道所充塞。道生出天地之后，它也就

寄托于天地之中。它运行于天地之间，只不过是阴阳二气罢了。阴阳二气在天

地之间整年间从没出现过平衡的现象，而是更替着互为消长，这样一年四季就

形成了。阴阳二气消长之法，不是骤盛骤衰，而是由微而著，逐渐增积，到达

极盛时便又走向衰退。例如：冬至——阳生，从此阳气逐渐增积，而夏至——

阴生，从此阴气逐渐增积，就是这个道理。阴气达于极盛，阳气就冒头了，这

就叫阴阳相推。由于这引缘故，于是出现了四季，生长了万物，这种变化是很

有次序的。 

  学道都应明之，万物众生，各有其祖和根，而归根者静，返朴者真，静，

真者命复生。万物从何而生呢？太上曰：阴不极，则阳不生，静不极，则道不

见，大道无形，生育天地，人以一身，参天地万物为自己所用，可不知所谓静，

惟其心猿意马，每曰放纵于利欲之场，视天地生成之理，于自己无关，那知百

年（三万多天）转眼既过，回头一想方知过眼云烟。智者应知无为中有为。至

动中至静，天地万物，因静而生，性命者，长生不死金丹之方，方能超凡脱欲，

长寿之人仙。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正因由于“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这个缘故。圣人深知自然之道不可违抗，

所以顺其自然，对它加以控制和利用。圣人见到自然之道的运行，便想到“道

法自然”有抱负有作为的贤人见到自然之道运行，便想到要“因而制之”，愚人

见到自然之道的运行，即不知其所以然，又不会去“因而制之”，只知委顺随化。  

 

  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至静之道，指自然之道，律历所不能契，这里的契，是符合、吻合的意思。

自然之道的深奥精微，即使是圣人也只能接近自然之道，而不能穷尽自然之道，

人能接近真理，却不能穷尺真理。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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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矣。 

爰地潜藏着神机，阴阳相胜之术，不仅用来治国、治军，而且明明白白地

用于象数之术中了。 “伏藏之术其实是阴阳之术” 学道者明之自身就象一种

奇妙之器一样，在世间和自身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所都能生出各种现象来，

就是练功之时在人的大脑中也会生出意想不到的现象，人身五腑肾属水，水位

在子方，子乃藏纳真气之地，中医理论说肾气足，百病无，肾气亏，百病催，

丹功的真源在于固肾纳敢，而肾主水，故以心火下交肾水，使火不上炎，水不

下漏，水火既济而丹结，这时你始明大道近矣。 

 

通释经源 
  少宝山达观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石壁

中，得《阴符》本绢素书，朱漆轴，以绛缯缄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

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应手灰灭。 ————《黄

帝阴符经疏 序、唐李筌》 

  筌序所引，骊山老母之言“火生于木祸发必克”者，五行生、克之道也。 

  历代经注者有：太公、范蠡、鬼谷子、张良、诸葛亮、李筌及宋儒朱熹。 

  清朝名医徐大椿曰：“阴符赞易之书也。” 

  经誉：“辨天人合变之机，演阴阳动静之妙”。 

  《悟真篇》：“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止五千。” 

  杨文会《阴符经发隐》曰：“隐微难见，故名为阴；妙合大道，名之为符。经

者，万古之常法也，后人撰述如纬。”略补注：黄者中央之色，帝者晦明之先，

中以统五行，帝以先万物，调合万有，诚乎中庸也。 

  吾文所谓‘通释’者，黜其定相，得其纲常也。 

  黜相纲常 

 

  上篇 

  [原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略释]： 

  观天之道，苹果落地矣；天行健，执天之行乃同之也。尽矣，言若得此道，

不假修持即得统贯全经矣。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此处单言其一，以人生天地间，独泥于地故。 

  另，天有五气，地成四时；四时着形，五气神神；神气通畅，形随以迁矣，

物物不物于物者也。况其本自先天乎？！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上者天，天主行道。君子不器。 

 

  [原文]：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略释]： 

  先贤所注：五贼者，在道为五行，五行各一其性于天下，谓为金、木、水、

火、土；在人为五德，五德各一其性于天下，谓为味、利、反、怨与小大。推

而广之，万象之定尽于之。此形而下之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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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天何曾有？“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此知之五贼之生，本自有

也，自居、执、住、止，毁天常故成五贼。若不有者，何出五贼？！是谓“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谓见之者，即非见之者，绝之而已矣。 

  百方经教，虚广故也，故仲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曰：「则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则至道也，何必广谈修习欤？——筌注 

 

  [原文]：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略释]： 

  此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法天象地以尽行也。 

  五贼在心，非心、非非心则天下无贼。 

  施行于天，天行健，以执有故，坏天常。然以五贼秉天常之失故，所行亦必

依于天，故谓五贼施行亦本诸天。是同出而异德也，玄玄归根复命，反运五贼

化五仁矣。 

  宇宙者，象数之运。双手者，左象右数。艮为手，《通书》以艮终焉。艮者根

也，止也，本也。本立而道生。象数万有之先也。 

  身于两手之间，是其中也。一身合双手以象‘三’，三生万物故曰‘万化生乎

身’。单言身，乃明中轴为运之旨也。 

  此则穷究之，化贼为仁备矣！ 

 

  [原文]：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略释]： 

  此言于天道与法天道之行要也。 

  天性，人也。人为仁。 

  人心，机也。机者，万有枢纽。生化运之。 

  立天之道者，健。定人者，仁。 

 

  [原文]：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天人合发，万化定基。 

  [略释]： 

  所谓杀机，反常也。所谓反常者，即非反常，是谓反常；是无常之本体也。 

  有生必有杀，有杀者其生亦微明矣。见其微明而握其大要，神神哉。 

  天人合发，顺天应命以行。万化定基，奠基以出万化矣。 

 

  [原文]：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略释]： 

  巧拙者，大巧若拙也。 

  生杀道之常也，非所当执，伏藏以归。此以世人知有用之为用，不知无用之

为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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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略释]： 

  九窍之邪者，逐欲而不自在故。 

  三要者，耳欲听妙音、目欲观妙色、口欲尝妙味。先贤以三要为神、心、志

者，乃穷其根也。 

  动者，命之行也。静者，命之归也。 

  非动、非非动之体，尽拙此动静，故谓可以之动静。执动者弃静，执静者弃

动，均背于大道，故谓邪宗。入无极之真，运此动静自然而然。 

 

  [原文]：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 

  [略释]： 

  火生于木，克于木；奸生于国，害于国；人之害生也，自害之，非天与焉。 

  祸与时，无常之自然也。奸火不生，时祸何尝害吾？！ 

  此则知幽明故，防微杜渐，斯远害矣。 

 

  [原文]： 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略释]： 

  知之者，天常也。 

  修之者，思无邪。 

 

  中篇 

 

  [原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略释]： 

  上篇以‘执天之行’为则，不以理胜。中篇此以‘顺天理，灭人欲’也。轨

辄之道以此。 

 

  [原文]：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

安。 

  [略释]： 

  理曰：恩生于害，害于恩。 

  言盗者，失道废德故。失道故，必以‘顺天理，灭人欲’成之；成之终，当

明本也，故立盗言之。昔慧能以出，明此盗，直达本源，故得直超三乘。 

  万物赖天地而成，待于天地，自受天地所盗也。人赖万物以养，待于万物，

自受万物所盗也。万物赖人以化，待于人，自受人之盗也。 

  本自恩，害于恩，明之者，两得。故谓世间教化德山棒、临济喝最亲。 

  三盗宜者，天道定人，人道法天也。以相赖故，盗不称谓盗，故安。 

 

  [原文]：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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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时，五气’言之于此矣。 

  时先者，泥地故，形而下之器矣，顾形返化神。 

  因形化神，四时顺成，五气朝元，开源活流故得其化而安。 

 

  [原文]：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数，小大有定，圣功

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 

  [略释]： 

  神神之谓，乃以知无用、无为之贵也。信不足焉，有不信。莫现乎隐，莫显

乎微；能不自用者，自得其用。 

  有数、有定，知幽明故。实为虚，虚为实；安时处顺，降伏我心，道成自然。

而命此定、数者，知机宜也。《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又曰：知机

其神乎！机者易见一而难知，见近知远。 

  莫能见、知者，弃自能之执，不以知、见故，信之、法则之可矣。《老子》曰

“则我者贵”。 

  所谓天下者，即非天下，是谓天下，以其形而下之谓也。 

 

  [原文]： 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 

  [略释]： 

  固穷者，穷通故，数本非数，定本非定，假以方便故。 

  轻命者，居盗故，物于物，不物物，时动必溃。 

 

  下篇 

 

  [原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略释]： 

  此言于穷通之道也，是谓修道。修道之谓教，教之道，贵以专。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道皆此也。 

  师者，师心也。 

  绝利者，依义弃利也。一源者，一心不二务，是仁也。 

  三反者，中庸也，三盗尽黜。昼夜者，背明故，绝圣弃知。 

 

  [原文]：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略释]： 

  此‘定、相’之源也。 

  非相，非非相者，长生久视之道也。 

 

  [原文]：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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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及、不可知者天，是绝众途也。索迹者无尽，道成者非天也，尽自然，

故谓无恩之大恩也。 

  迅雷警心，烈风摧枯。乃明刑化也，刑之不如德也，明之。 

  至乐者，闲闲。至静者，纯真。此以却妄也。 

  至私者，弃圣同天。至公者，与民无犯。 

  子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则非相、非非相之道也，归根以复命，焉知彼之不如此、后之不如今。 

 

  [原文]： 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略释]： 

  禽者，乃非离，是一之也，降伏自心。炁，一作气，五气之谓也。 

  制，谓其关要也。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干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

万物。”二五者，五气下行，四时合之而成也。 

  生、死互根，生万物者，死万物之所在也。“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

太极本无极也。”，故制五气以归根，伏心毕矣。 

  恩害相生，莫泥之，无待者可了生死义。世之执、止而不知解脱者，乃以泥

恩故。 

 

  [原文]：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略释]： 

  所谓天地文理者，乃知见并生，功名互显之谓也。落于有为法，不知盗而自

盗也。 

  若乎时物文理者，彼所谓时物文理即非时物文理，所谓天地文理即非天地文

理，所谓圣即非圣，是谓为圣。以异之者，言哲。所谓哲者即非哲，是谓为哲。 

  执相言之，哲者，择折泽，无有定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子曰：“声色之于化民者，末也。” 

 

  [原文]：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

变化顺矣。 

  [略释]： 

  此及以下之文，当谓必后人衍文也。 

  静者，一之也。所谓静者，即非静，是谓为静。 

  浸者，天覆地载，行之不已也，故得对待之定体。 

 

  [原文]：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

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于象矣。 

  [略释]： 

  至静，深阐于上文‘自然之道静’也。此谓于无极之真，非动，非非动之体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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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历所不能契，谓其于异俗识之动静，类于佛家所谓‘不可量，无有边，不

可思议’之功德也。 

  爰有奇器。爰，缘执也。有者，有生于无。奇者，奇正相化，是三也。器者，

形而下之谓。 

  八卦甲子。八者，分也。卦者，挂，言于定相。甲者，天成象，化出。子者，

地培育也。 

  神机鬼藏。神者，申之也。机者，定、数也。鬼者，归也。藏者，一之也。 

  阴阳相胜之术，括前言所谓之要也。 

  昭昭乎进于象矣。昭昭，微明日显也。此言于象，前则以数，是象本乎数也。

进者，渐也。 

 

按：《阴符经》，是与《老子》、《庄子》齐名的中华道教圣典。全篇仅有四百余

字，言深旨远。全部经文从天、地、物、人、我五个方面，论述天人之道。尤

为中华道教修炼所宗述，奉为丹学祖经之首。仙宗祖师张紫阳诗赞曰："阴符宝

经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神仙无限数，尽于此处达真诠。"可见对其地

位之尊崇程度。下面逐句作注，以阐其真义:  

 

【题解】阴，隐含，内藏。符，符合。通过内在修炼，以符合天地之道。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字解】观，观察，体悟。执，按照，执行。 

【释义】观察天道运行之规律，并按照天之运行修炼自身，一切修道的内容都

可以包括在其中了。 

修道所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程度越深，修炼的层次也就越

高。故此明白了天人合一，也就等于明白了修道。这句话点明了全经主题，是

全篇总纲。 

【白话文】 

观察天体的运行规律，掌握其规律并按其规律去做，则天地阴阳动静之道就全

包括在内了。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字解】贼，贼害，戕害。见，识别，发现。昌，精进，成功。 

【释义】天上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喻指五行。五行生克制化，莫不戕害我

身，使我堕入其中，尝受生老病死之苦，不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在修练之

人，则可识其贼性，探得造化之根源，使五行颠倒，造化逆行，自能反夺五行

之造化，使"贼"化为"昌"，反而促使我之道成。 

【白话文】 

天体有五行之气，五行相生顺时而行，则万物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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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字解】心，指修练人之心。天，指身外之宇宙。 

【释义】反夺五行造化，在于一心之运用。此乃空空洞洞，不执不失之道心，

非世俗顽恶之人心。其所反夺之源，在于体外之宇宙。由于色身有限，宇宙无

限，要从宇宙之中施行反夺，才能获取无穷之造化。修成恒古不灭之先天元神，

长生久视，"天地有坏，这个不坏"。大道之奥妙，早已揭示无遗矣。 

【白话文】 

了解和掌握了五行生克制化之理，合天而行。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字解】手，手掌，手通心，亦指自心。 

【释义】人能认清五贼，追根溯源，还归本来，求得宇宙总持之门，自然成为

造化主人。此时无穷宇宙，如同在我掌中；万物变化，亦好似生于自身。又手

通心，亦指宇宙变化，自心了然可知。这等气魄。若非修道之士其谁人能之。 

【白话文】 

则宇宙就掌握在手中，万物就生乎身上。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字解】机，时机(此经重在"机"字，包括所有的道功、法、道妙。吾人修道，

采药得丹，全在火候，全在掌握时机)。立，遵循。 

【释义】吾人未生之前，不过元神混沌之体，谓之天性;既生我后，化为后天气

质之性，谓之人心。天性既可化为人心，吾人自可明通此机，遵循天道，去掉

人心，返归天性。老子谓之"归根复命"，大道之根源在此。 

【白话文】 

天性即是人性，人性即是天机，天人合一。天道定了，人道也就定了。 

 

天发杀机，易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

万化定基。 

【字解】易，变易，变化。龙蛇，指水患地震。 

【释义】天发杀机，日月相蚀，陨星坠落。地发杀机，洪水地震，起于四野。

人发杀机，天翻地覆，灾异横起。要在人能合乎天道，天人齐发，则万种变化，

可以定其基矣，以上虽言杀机，但生杀互根，杀机即是生机。人能发杀机于天

地，即是反夺生机于自身。丹道谓之"大死再活"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也。 

以上虽言杀机，但是生杀互根，修练人须由此悟去，杀机即是生机。人能发杀

机于天地，即是反夺生机于自身。丹经谓之"大死再活"，"置之死地而后生"。 

【白话文】 

五行逆行则天发杀机，星体移位，黑白颠倒，灾难将至；地发杀机，则山崩水

溢，龙蛇不安其位；人发杀机，则翻天覆地，山河动摇。若是人合天机同发，

则万物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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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字解】性，指人心。邪，邪妄。三要，指耳、目、口三宝。 

【释义】修练之人，要在杀机中反夺生机，必须人天合发，即人性合乎天性。

但人性有巧有拙，务使伏巧为拙，使外拙而内巧，拙中藏巧，才合乎天性。但

是人心有巧有拙，务使巧伏为拙，使外拙而内巧，拙中藏巧，方才合乎天性。

伏藏之道，在于九窍(即耳、目、口、鼻、脐、外肾、谷道。)九窍皆邪妄出入之

门户，而关键更在于耳、目、口三者。精通于耳，气通于口，神通于目，动则

外漏，静则内藏，使动化为静，则三要皆成为三宝矣。 

【白话文】 

人有聪明智慧的一面，也有愚蠢笨拙的一面，但都不要显示出来，要善于隐藏。

人有九窍，能招惹邪恶是非，其中唯有耳、目、口这三者是最重要的。耳能听，

目能视，口能说，它们可以动也可以静。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好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字解】火，指人之心火。木，木能生火，喻为元神。 

【释义】钻木取火，古人经验。但火性太炽，则木反为火伤。比喻人之心火过

旺，必伤无神。推之治国，其理亦同，国家出了奸臣，祸国殃民，动荡之时，

必然崩溃。犹人炼意不净，滋生妄念，定有伤丹之度。可见祸福生杀，太过不

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识得其机，修之炼之，才是圣人。 

【白话文】 

火生于木，火燃烧起来木就变成灰烬了。奸贼生于国内，若奸贼得逞则国家就

要灭亡。唯有圣人能修身炼性，防微杜渐。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

三才既安。 

【字解】盗，逆取，反夺。宜，平衡，协调。 

【释义】天生天杀，阴阳消长，乃顺行之自然。但天杀之机，即是反夺生气之

机也，又为逆行修道之枢要。天地从万物中反夺，万物从人中反夺，人从万物

中反夺。三者互相反夺，合平衡，才合乎生杀之道，成为自然。 

【白话文】 

天生万物（春生夏长），天亦杀万物（秋敛冬藏），这是自然规律。天地生万物

亦杀万物，万物生人亦杀人，人生万物亦杀万物。三者相互为盗又寓相生之理，

使天、地、人各得其位，各司其职，万物育生。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字解】食，掌握，采取。动，发动。 

【释义】欲求修炼，贵在能知生杀予夺之时机。按时采取，从天地万物中反夺

生机，陶铸自身筋骨，才能成为乾健之躯。乘机发动，借生杀变化之机，反夺

造化，安定自身。丹功每次提高阶段，都在掌握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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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人只知后天思虑之神为神，不知先天不神之神，才是真神。大要修道，先

使后天识神归于先天不神，空空洞洞，虚灵不昧，才能时至神知，机动觉随，

反夺造化，调理百骸，得成修炼之动。 

【白话文】 

所以古语说：“饮食得其时，则人体得到调养生息；行动符合天机，则万物安泰。”

人只知道万物从阴阳而生，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称之为“神”；却不知道

这个“神”是从至道虚无的“不神”而来的。 

 

日月有数，小大有定。圣动生焉，神明出焉。 

【字解】数，定数。定，周期。圣功，即修练之功。 

【释义】太阳东升西降，月亮晦朔弦望，皆有定数。小往则大来，大往则小来，

阳大阴小，与日月之出没相同。我能知往推来，食其时而动其机，采日精月华，

夺天地正气，自可完成修真成圣之动，神明由此而出。 

【白话文】 

日月之行必有常数，日月之大小也有定数。圣人掌握其规律推而测之，就能昭

示神明之道。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字解】固，固然。躬，躬敬，谨慎。轻，丧失，夭折。命，生命。 

【释义】盗机即反夺之机也，反夺造化之功，皆无形象可言，若有形象，便落

后天，故天下无见之知之者。先有见知，便失真机。采炼之时，若为"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之先天元肖，无形无象，不可得见，则可成丹。此时若动情识，迅即

化为后天浊质，可以见如，必有走漏之危，即使追回采炼，亦不能成丹。此反

夺之机，君子得之固然谨慎，倍受奉行，可以长生久视。小人得之轻视造化，

修功差驰，反促其寿也。 

【白话文】 

三盗的实现都是在寂静中完成的，形迹未露，人们看不见、摸不着，求知者对

它认识不一。君子得之能顺时而行，用以健壮身体、修身养性；小人得之则违

时而行，恃才妄为，反而害身。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字解】师，兵事。修道与用兵理同。 

【释义】双目失明的人，视不外漏，专一于耳，所以听觉灵敏。两耳失聪的人，

听不外漏，专一于目，因而视觉灵敏。专心用于一处，便可得到用兵十倍的效

力。反复昼夜地不断用心，则可得到用兵万倍的效力。丹法与用兵相同，二者

一理，运用之妙，都在专一。 

【白话文】 

瞎子有目不能视，却擅长于听；聋子有耳不能听，却擅长于视。不能听或不能

视就杜绝了外界的种种诱惑，胜于众人十倍；如若再能昼夜反省自己，则就胜

于众人万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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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字解】心，指人心。目，指眼睛。 

【释义】人生之初，心本虚空，渐为外物所扰，因而产生各种念想，损人心性，

损尽则死。修道下手，还虚第一，盖"魔由心生，境由心造"，心若不虚，反而自

惹魔障，坏我功修。故须收心离境，聚性止念。其机在目，神生于心，发于二

目，乃丹动之枢机。内视、采药、烹炼、养胎及至出神等等，均以目力机。 

【白话文】 

心（人的思想）来源于客观事物，并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

灭亡而灭亡，其机关就在于目（目是“三要”之首）。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字解】天，指天空，于天道。 

【释义】天本空空洞洞，无识无知，毫无施恩之意，而其行四时，育万物，大

恩遂生焉。迅雷烈风受其驱使，而蠢蠢然不能自主。此乃大道隐含之力量，不

可思议，修真悟道之士，当由此参证之。 

【白话文】 

宇宙天体按着自己的规律运行着，无意施恩于万物，而万物却得其恩泽雨露而

生长。阴阳相交，产生了雷电风雨，使万物自由自在地发育生长。 

 

至乐性余，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字解】至，到，真正。余，余闲。廉，清廉。 

【释义】至乐的人，心胸坦荡，性有余闲。至静的人，心性收敛，廉而不失。

修炼的人悟到虚静之时，心忽开朗，舒适畅快，妙不可言，就是达到至乐至静

的境界了。 

天道驱风使雷，运行四时，看似至私，而作用于万物生化，却无偏无倚，一视

同仁，实为至公。犹天性降之于人，虽为个人所私，实际贤愚皆同，人人均有。

天性与太虚等量，大公无私，若至私而实至公也。 

【白话文】 

人的性格有“至乐”“至静”之分，至乐者性格开朗，宽裕优容；至静者思维缜

密，廉洁无染。天也有“至公”和“至私”两个方面，它将天地万物都包容于

一身，似其自私；然而万物又无偿地使用它，则又大公无私。 

 

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字解】禽，通"擒"，制服之意。 

【释义】制服的诀窍在于肖，肖聚则生，肖散则死。生与死互为本根，生于何

处，死于何处，人由男女而生，亦因男女而死。恩害相生，亦同于生死。由人

心返还天性，为死处求生，是谓逆则成仙，即恩生于害;由天性降落人心，为生

老病死，是谓顺则生人，即害生于恩。 

【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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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摄万物者，制造万物者，都在于一气。万物有生必有死，则生乃死之根源；

有死必有生，则死又是生的根源。人间社会也是如此，无害则无恩，因救害而

有了恩；若知恩不报，则害又生于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其

圣，我以不奇其圣。 

【字解】愚人，常人，一般的人。我，指修道之人。 

【释义】愚人以天文地理为神圣，我以随机应变为原则。人以愚弄欺骗为神圣，

我以不言而信为神圣。人以惊世骇俗为神圣，我以和光同尘为神圣。这些都是

修德之要，无德便不能培道。 

道家认为，道在我身上就是德;没有德也就失去了道。有人做功出魔，或功夫停

滞，就因为不注重修德之缘故。 

【白话文】 

愚蠢的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无形的，是不可知的神圣之物；而我却认为，天

地万象都是有形的，是可知的。有的人用愚蠢的办法揣测、预料天地的表面现

象，以为自得，自称为圣人；我却认为，聪明智慧，能体察万物之理的人为圣

人。人们以为能够推度出神奇事物的出现是圣人；我却认为，能体察天地、成

就万物“不奇期”者是圣人。 

 

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字解】水，指肾水，在易象为坎卦。火，指心火，在易象为离卦。 

【释义】以坎水填入离火之中，使后天坎离复为先天乾坤，则人心灭亡，而天

性复现，到此筑基完成。 

【白话文】 

故古语说：“（追求“愚虞”和“奇期”的）如同于投于水火之中，自取灭亡。”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字解】浸，浸润，充满。胜，主宰。 

【释义】自然之道，主静立极，空空洞洞，无中生有，《老子》曰："清静为天下

正。"天地万物遂得以生化。天地之道充满其中，天为阳，地为阴，因此阴阳之

道主宰于万事万物之中。静极生动，阴极生阳，阳极消长，互资互根。如此相

推，则天地万物生生化化，顺其自然，不失其序也。 

【白话文】 

天地日月依其自然规律静静地运行着，故天地万物得以生存、生长。天地之道

是浸润渐进的，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相互转化，而四季成序，万物生长，

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顺畅的运动。 

 

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字解】违，违抗，改移。制，制订，采用。契，契合，规定。 

【释义】圣人明白自然之道不可随意违抗，因而采用至静之法。只有静才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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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天道，才能识别五贼，才能天人合发，才能反夺造化。一切修为，都是从静

中自然生出。能静片刻，可以攒簇一年之气候，这是律历所不能规定的。 

【白话文】 

所以，圣人知道天地自然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人应该与天地合，顺其道而行。

至静之道是无形的，而天文历法是有形的，却无法揭示和包括无形的“至静之

道”。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近乎象矣。 

【字解】奇器，奇异之器。万象，万象变化。象物象，指事物的本来面目。 

【释义】有奇异之器，才能产生万象。八卦甲子之中，藏有鬼神莫测之机。阴

阳相胜的法则，昭昭然可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了。 

《参同契》、《悟真篇》等类丹经，多以卦象干支描述自身修练中的阴阳变化，

亦宗此义也。 

【白话文】 

于是，圣人就发明了一种神奇的东西，用以昭示天地万物之象，这就是阴阳八

卦和六十甲子，神之申机，鬼之屈藏，无不包括在内。阴阳相生相克之术，与

天地之道暗合（阴符），故能昭示天地之间的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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