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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玄黃試釋 
 

劉宗平 

（本會會員） 

 

摘要 《千字文》是一篇長韻文，自六世紀以來，它常作為教導孩童認知漢字的啓蒙讀

物。《千字文》恰好包含一千個漢字，每字都不重複。每四字一組，安排成 250 句，以

便於記憶。記錄在《千字文》中的第一句，就是「天地玄黃」。對於表示顏色的漢字而

言，「玄」是指天空的顏色，「黃」是指地面的顏色。因此，「天地玄黃」，可以解釋為「天

空是暗的，地面是黃的」。根據《易經》中的「陰陽」學說，可以藉由「天地玄黃」來

探索古代中國最初的宇宙概念。 

 

關鍵詞：天地玄黃、天地、乾坤、陰陽、周易 

 

一、前言 

胡適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學者之一，1939 年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他畢生提倡

白話文，致力於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很重視婦女和孩童的教育議題，

非常關注「慈幼運動」的發展，以及對國家文明發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1929 年 10 月，胡適作了一次題為〈慈幼的問題〉1的演講，內容收錄在《胡適文集

4．胡適文存三集》卷九中。在該文內，當胡適談到孩童的教育議題時，他非常反對孩

童在學堂唸死書。怎麼叫做「唸死書」呢？他提到「……字字句句都要翻譯才能懂，有

時候翻譯出來還不能懂。」接著，他更舉例道： 

「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我從五歲時讀起，現在做了十年

大學教授，還不懂得這八個字究竟說的是什麼話！」 

眾所周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是《千字文》中的第一句。由於《千字文》流

傳廣泛，並且文中的每個字皆不相同，因而常被用來對事物進行編號。例如，在明清的

科舉年代，貢院中的每間號舍，均運用《千字文》來編排序號。早年在台灣，國防部兵

籍號碼的開頭，就採用「天、地、玄、黃、宇、宙」來區分不同的地區。例如，「天」

字代表北部地區，「地」字代表中部地區，「玄」字代表南部地區，「黃」字代表東部地

區，而「宇」字和「宙」字則分別代表台北市和高雄市。 

胡適對「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八個字的感觸，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為了不落

入胡適所說「唸死書」的口實，乃起而行，各方收集資料，以便一探「天地玄黃」的真

意。常言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語出《千字文》，因而探

                                                      
劉宗平，執教元智大學光電系，本會現任理事長，科學月刊編委，台灣資訊儲存技術協會理事，

電郵: eecpliu@saturn.yzu.edu.tw。 

 
1 胡適，〈慈幼的問題〉，《胡適文集 4．胡適文存三集》，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

1998 年，卷九，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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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工作便要從《千字文》開始。 

 

二、天地玄黃 

從六世紀以來，《千字文》一直是用來教導孩童認知漢字的重要啓蒙讀物之一，它

和《三字經》、《百家姓》合稱「三百千」。《千字文》原名為《次韻王羲之書千字》，

其為南朝梁武帝在位期間（502-549 A.D.），周興嗣2所作的一篇長韻文。根據《尚書故

實》3記載，梁武帝為了教導皇子們寫字，遂命大臣殷鐵石在鍾繇和王羲之的書法中，

拓出一千個不重複的字，給皇子們臨摹。字跡拓出後，梁武帝覺得凌亂無序，皇子們學

習不易。於是，梁武帝便對周興嗣說：「卿有才思，為我韻之」。周興嗣絞盡腦汁，花了

一整晚的時間，寫成了《千字文》，然鬚髮也因而盡白。 

實際上，「天地玄黃」一句出自《易經》。古代儒家尊《易經》為「五經」之首，其

與《黃帝內經》、《山海經》號稱上古4三大奇書。《易經》由「經」和「傳」所組成，其

中「經」源於《周易》，「傳」為《易傳》。春秋時，孔子刪《詩》、《書》，而為《周易》

作《十翼》，後人稱其為《易傳》。《易經・坤文言》云：「天玄而地黃」。原來，周興嗣

為了《千字文》的押韻問題，將「天玄地黃」改為「天地玄黃」。這種不改動古人文字

的引經方式，稱為明引。 

《淮南子・齊俗訓》5說：「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網頁資料顯示，

西漢楊雄6作《太玄經》時，曾經說過「洪荒之世」。兩部經的話語合起來，就是「宇

宙洪荒」。這種引經的方式，稱為暗引。然而，遍查《太玄經》和《漢書》的內容時，

卻不見「洪荒」或者「洪荒之世」的蹤跡。單看兩字時，「洪，大也；荒，久遠也」。

如將洪荒二字組合，則其所指乃是上古三皇五帝之際。遠在上古時代，天地處於混沌蒙

昧的狀態，可稱其為「洪荒之世」。然而，這些皆無法從古籍中察考其出處。 

 

三、天玄地黃 

《說文解字・卷五》：「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玄之本義為赤黑色，

意即黑中帶紅。《小爾雅・廣詁》：「玄，黒也。」從顏色上來看，深藍近於黑之色，

稱為玄青，亦即深黑色。玄厲，黑色磨刀石。一般而言，玄色，泛指黑色。二十八星宿

中，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合稱為玄武，其為道教崇奉的四方四神之靈。

《朱子語類・繫辭下》：「至玄武，便龜、蛇二物」。玄武之本意為玄冥，其為上古時

期對龜卜的描述。玄為黑，冥為陰。龜背是黑的，龜卜就是請龜到冥間詣問袓先，然後

將答案帶回，以卜兆的形式顯給世人。 

                                                      
2 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孰（今安徽當塗）。十三歲時，至建康（今南京）遊學，上奏《休平

賦》，受到梁武帝重視，官朝散騎侍郎。梁武帝十二年，官至給事中。 
3 《尚書故實》一卷，唐李綽撰。綽仕履未詳。是書《宋史．藝文志》凡兩載之，一見史部傳記

類，一見子部小說類。《尚書故實》書中，內容龐雜，包括軼事、異聞、志怪、辯疑等。 
4 上古又稱遠古，指有文字以前的時代。一般指秦漢以前，即夏、商、周三代。 
5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淮南王劉安（漢武帝劉徹的叔父）及其門客，仿《呂氏

春秋》，集體撰寫而成。《淮南子》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現僅存內篇的二十一篇。 
6 揚雄，西漢蜀郡成都人，是繼司馬相如之後最著名的辭賦家。年四十餘，始遊京師長安，以文

見召，奏《甘泉》、《河東》等賦。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任大夫，校書天祿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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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字面上來看，天玄，意即天初始時的顏色是黑的。白晝時，來自太陽的光，於通

過大氣時，會與大氣內各種分子或懸浮粒子發生瑞利散射（Rayleigh scattering）7。由於

藍光波長比紅光波長短，所以藍光的瑞利散射比較強烈。散射的藍光布滿整個天空，進

而使得天空呈現出藍色。當然，這是近代科學的觀點，古人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旦

飛到太空中，四下漆黑一片，只有恆星放出點點微光，大部分的空間都是黑的。此一景

觀，更是古人無法見到的。通常，在夜晚時，天空是黑的；破曉之前，天空是暗中帶紅。

由是可知，天空初始時是黑的，天玄亦可謂玄天。 

玄武與青龍、朱雀、白虎，同為道教的護法神靈，原為普通小神。後來，玄武異軍

突起，逐漸成為道教萬法教主，奉玉帝之命統率三十六帥，鎮守北方，稱號「佑聖真武

玄天上帝終劫濟苦天尊」。東漢順帝，道教創始後，道術興起，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

夫走卒，爭相崇信。歷代帝王為保帝業，便極力推崇，屢屢賜封，玄武帝之神格乃日益

升高。唐太宗時，封為「佑聖玄武靈應真君」。 

宋代為避宋真宗玄休、玄侃之名諱，乃改稱真武帝。宋太宗時封為「翊聖將軍」，

宋真宗時加號「真武靈應真君」，宋欽宗時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元成宗時，

加號「元聖仁威玄天上帝」。 

元朝末年，相傳朱元璋某次戰敗，逃入武當山真武廟，避過追兵，逃離大難。朱元

璋建立明朝後，為感念真武救命之恩，下令改建真武廟，重塑金身，又謝賜御題「北極

神殿」匾額，加封號「玄天上帝」，後復封「真武蕩魔天尊」。 

明成祖朱棣自詡為真武化身，宣稱靖難起兵得勝乃真武相佑。於是，封真武為「北

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凡御用的監、司、局、廠、庫等衙門，均有真武廟，供奉真武

大帝，由官府負責祭祀。於是，玄天上帝成了明朝鎮邦護國之神、降妖伏魔之神。玄天

上帝全稱「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玉虛師相金闕化身蕩魔永鎮終劫濟苦天尊」，通稱北

極玄天上帝，簡稱北帝、真武大帝或玄天上帝。在五行中，北方屬水，統領所有水族與

水上事物。在五色中，北方屬黑，玄天上帝又稱為黑帝。阿里山上受鎮宮中的玄天上帝，

就是一尊黑面神像。 

除了顏色之義外，玄字另有幽遠、高深莫測之意。老子《道德經》：「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

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易經・繫辭上》

說：「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天道高遠，玄之又玄，深不可測，非普通智慧

可以理解。形而上的天道，高深莫測，故為天玄。  

同樣的，從字面上來看地黃，其意即為地初始時的顏色是黃的。中國的傳統文化，

指的是先秦以前的文化，亦即夏商周三代，特別是周代的文化。上古時期，夏商周都在

黃河流域立國、建都。如將範圍縮小一些，則中國的傳統文化可說是黃河流域的文化。

黃河是母親河，從崑崙山發源，匯集於星宿海，過磯石山，經九曲十八彎，從西北高原

                                                      
7 瑞利（1842-1919）是英國物理學家，他認為散射光強度和入射光波長的四次方成反比。1873

年，當選英國皇家學會院士。他與威廉・拉姆齊合作發現氬元素，於 1904 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

獎。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9 期（2014 年 12 月） 

 

 32 

流下。河水帶來的黃土，形成了沖積平原。由於河水的顏色是黃的、泥土的顏色是黃的，

農作物黍、稷也是黃的，故言地黃。 

 

四、天道陰陽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的基本觀念〉8中提到，如欲討論中國的科學思想，則須先討

論三項主題。第一是五行學說，第二是宇宙中的兩種基本力量――陰陽學說，第三是那

種精微的符號結構――易卦，亦即《易經》科學的應用。事實上，這些主題的基礎，均

建立在陰陽學說之上。《易經・繫辭上》：「易之道，一陰一陽，即天道也。」又言：「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因此，欲

明天道，須讀《易經》，認識陰陽。 

受到《易經・繫辭傳》的啟發，宋・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言道：「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無極是太極的本原，它是一團散漫飄蕩、陰陽未分的雲霧水汽，是謂無極的混沌時期。

當散漫的雲氣慢慢地旋轉起來以後，會逐漸形成一根中空的氣柱，最終顯出太極之勢。

在旋轉的雲霧中，輕揚者上升為天，濁陰者下降為地。天和地，組成了宇宙。有了天地，

就有陰陽。老子《道德經》：「道法自然」。宇宙誕生於雲霧的旋轉，其為混沌的有序化

運動，這一切都是自然地發生。  

天地萬物，世間萬事，古人概為陰陽。太極圖中，有陰陽二魚。陰魚中有陽眼，陽

魚中有陰眼。《素問・陰陽離合論》：「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陰陽既對

立、又相生，相互轉化，相互消長。《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中國的傳統醫

學以陰陽、五行為理論基礎，將人體視為氣、形、神的統一體，經由望、聞、問、切，

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

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症型。世界各地的傳統醫學大多已

經失傳或式微，只有中國的傳統醫學，至今仍然屹立不搖。 

 

五、龍血玄黃 

胡適在〈大宇宙中談博愛〉9中說到：「宇宙是中國的字，和英文的 universe、world

意思差不多，都是抽象名詞。宇是空間（space），即東南西北，宙是時間（time），即古

今旦暮。」「宇宙就是天地，宇宙就是 space-time。古人能得 universe 的觀念實在不易，

相當合於今日的科學。但古人所見的空間很小，時間很短，現在的觀念已擴大了許多。

考古學探討千萬年的事，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學等等不斷的發現，更將時間、空間

的觀念擴大。」 

古人認為，宇宙空間內，時間運行其中，人乃應運而生。生命過程中，命裡會不斷

地遭逢得失，而運 則是決定得失的機率。人存在於陰陽的二元世界之中，所面對的客觀

                                                      
8 李約瑟，〈第十三章 中國科學的基本觀念〉，《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思想史》，上海古籍

出版社（上海），1990 年 8 月，頁 239-367。 
9 胡適，〈大宇宙中談博愛〉，《胡適文集 12》，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98 年，

卷五，頁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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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即為天與地，因而有了天、人、地三才。在三才的結構中，各以陰、陽為爻，組

合成卦，排列出八種組合，是為八卦。文王演《易》，將兩個三爻卦相重，衍生出六十

四卦。其中，卦、爻、位分別表述某些象徵性的景象。從卦爻的排列組合中，體察 出一

些多元性的信息。經過大量的觀察、印證之後，歸納出自然事物中一些基本 的現象和屬

性， 以此推測更為複雜的情況。 

乾卦為純陽之卦，六爻皆陽。乾卦以龍為意象，剛健為德性。六爻中的陽，各有不

同形態的變化。坤卦為純陰之卦，六爻皆陰。坤卦以馬為意象，柔順為德性。六爻中的

陰，也各有不同形態的變化。一爻之位是初六，辭曰：「履霜，堅冰至。」義為陰氣開

始凝結，盛則水凍而為冰。爻位由下而上，直到六爻之頂的上六。由於陰氣極盛，必與

陽氣爭鋒，故爻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坤文言》釋義云：「陰疑於陽，必

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因《坤》卦中無陽爻，故

爻辭中稱龍為陽。又因血為陰類，未離與陽匹配之陰的屬性，故爻辭中稱血，以表陰陽

交合。如問血之顏色，則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經中，第一卦為乾，第二卦為坤。《易經・說卦傳》：「乾為天，……，坤為地。」

朱熹在《周易本義・繫辭上》10中注云：「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

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

之常。靜者，陰之常。……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

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是

以，陰陽、天地、乾坤、宇宙，諸詞之義相通。 

《易經・繫辭上》第一章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正義・繫辭上》11中

韓康伯曰：「乾坤，其易之門戶。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孔穎達疏：「明天尊

地卑，及貴賤之位，剛柔動靜寒暑往來，廣明乾坤簡易之德。聖人法之，能見天下之理。」

劉沅12在《周易恆解・繫辭上》中說：「天以健運而尊，地以柔順而卑，是未有乾坤之卦，

而乾坤已定矣。」又說：「天以剛為體而常動，動者陽之常。地以柔為體而常靜，靜者

陰之常。」「剛柔動靜之氣，各有其方。剛柔動靜之質，各有其物。」「在天成像，地氣

之所上騰。在地成形，天氣之所下凝。」是以，易卦之吉凶，皆天地自然之法象。易經

六十四卦中，其序以表天地的乾、坤二卦為始，之後才是論及生命開始出現的屯卦。 

 

六、結論 

無意中，看到胡適講稿中的一段話，興起了探究「天地玄黃」的念頭。「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語出《千字文》，它是周興嗣所作的一篇長韻文，流傳廣泛、久遠。為了押

韻，周興嗣遂將《易經》中的「天玄地黃」改為「天地玄黃」。然而，「天玄地黃」又出

自《易經・文言傳》，其涵意深遠。 

                                                      
10 朱熹（1130-1200），14 歲時師事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先生，24 歲時問學程頤的三傳弟子

李侗。因得承襲洛學正統，終成宋代理學集大成者，著有《周易本義》、《朱子全書》等三十六種。 
11 孔穎達（574-648），孔子 32 代孫，唐朝經學家。奉唐太宗命編訂《五經正義》，融合南北經學

見解，形成唐化義疏，是科舉取士的標準用書。《周易正義》為《五經正義》之一，書中釋義包

含王弼（曹魏）、韓康伯（東晉）的注，以及孔穎達的疏。 
12 劉沅（1767-1855），清代四川學者。創槐軒學派，名震一時。以儒學元典精神為本，融道入儒，

會通禪佛，體大精深。現存著作《槐軒全書》逾 200 卷，《周易恒解》便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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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乃五經之首，也稱《變經》，講究天地之道和陰陽互變的道理，亦即「簡

易、變易、不變」之義。欲知「天玄地黃」，當讀《易經》，瞭解陰陽。古人以天、人、

地三才為結構，各以陰、陽為爻，組合成卦，文王演易為六十四卦。《易經》中，乾坤

二卦為門戶，以龍的變化詮釋乾卦，而以馬的變化詮釋坤卦。天上飛的龍，德性剛健，

變化莫測，展現力量。地上跑的馬，德性柔順，堅持到底，彰顯美德。 

倘若陰氣旺盛，則勢必與陽氣爭鋒，終至龍戰於野，其血玄黃。玄為天色，黃為地

色，「天地玄黃」意指天地初始之顏色。至於「龍血玄黃」，則會涉及到天地間萬事、萬

物的陰陽交合與變化無常。如能明白天尊地卑的道理，則乾坤之體就會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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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s a long Chinese poem frequently used as a primer 

for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to children from the sixth century onward. It contains exactly 

one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each used only once, arranged into 250 clauses of four 

characters apiece to make it easy to memory. The first clause recorded in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s the “Tian Di Xuan Huang”. For expressing colors in te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Xuan" means the color of the Sky and “Huang” means the color of the Ground. 

Therefore, “Tian Di Xuan Huang” can be explained as “the Sky is dark and the Ground is 

yellow”. 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Yin and Yang” of “I Ching”, we can explor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the original universe by means of “Tian Di Xuan Huang”. 

 

Key words: Tian Di Xuan Huang, Sky and Ground, Heaven and Earth, Yin and Yang, I 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