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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釋詩經七月流火 
 

徐勝一（師大地理系退休教授，本會會員） 

陳有志（師大文學院長室秘書）1 

 

 

摘要 古代以火授時，豳風「七月流火」及堯典「日永星火」的記載，源於古人對夏

至的關注，借由太陽及大火星的相對位置來預知氣候時序。由於古今年代相距久遠，

天體運行的歲差，以及多次曆法的更迭，使得原有星象與物候月令之間的關聯，已昔

是今非，造成後人許多誤解。今藉由 Stellarium軟體運算，回溯「日永星火」天象，得

知三代前的夏至時間是落後昏火中的，周代時則兩者相接近，到漢代時則夏至時間先

於昏火中。是故，五千年來，昏火中的氣候月令，會從偏冷到偏熱，一直在潛移改

變。這就證明了歲差現象的影響。運算結果得知，夏至與昏火中的時間序列曲線，在

西元前八百年有一個交匯點。換言之，詩經「七月流火」，是周代七月的昏火中星

象，正好也是當時之夏至特有表徵。 

 

關鍵詞：七月流火、日永星火、昏火中、夏至、Stellarium 

 

 

一、引言 

中華科技史學會在 2016 年 8 月 13 日舉辦「科學眼看詩經」討論會，鑒於「七月

流火」為當今媒體熱議之提，乃撰文共襄盛舉。無論是「七月」或是「流火」，此話

題一直以來，各方看法不一。想要馬上解決歴來許多不同的論述，看來挑戰性頗高。

本文作者學養基礎不夠深厚，幸賴近年天文軟體發展迅速，能協助我們進行探討「七

月流火」。本文所提見解難免偏狹及主觀，尚盼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豳風七月詩詞八首共四百多字，是研究周代物候、氣候、及農事的重要文獻。

「流火」的解釋，古今學者意見不同。有人認為是描述炎熱天氣之詞句，有人認為是

天氣由熱轉涼。鄭玄及孔穎達以漢唐之時序，說昏火中氣候，謂之寒暑之交。而今人

多謂為天氣炎熱之表述。周代距今約三千年，其間經歷物換星移及曆法改變，欲正確

回溯流火之天氣，實屬困難。但本文認為應該先還原至周代星空，用當代時序來解釋

流火現象，才算較為合理。 

但天體運行中，由於黃赤交角的改變，導至歲差使分至點沿著赤道面滑動。因此

觀測星象，必須採用瞬時分點的座標系統，獲得正確天文的參數值，來討論星象與節

氣才算正確。歲差問題，必須透過座標旋轉的修正，雖然它只是簡單的矩陣運算，然

而非有快速電腦運算軟體程式，才能免除重複的、逆向、複雜的運算負荷與困難。 

本文是藉由 Stellarium 天文軟體協助，找出歷代夏至日與昏火發生的時間，在千

年數列的交相比對下，來重現流火（昏火中）與氣候的關係。經迴歸係數的交點，及

回歸歲差天象的參數之後，可確定出「七月」與「流火」的關係域。結果火紀授時發

生時間的交點，就只能在西元前 800 年左右。本文因就此數值分析，主張「七月流

火」乃指大火星自高處將向西下斜之意，也是周時的夏至。 

 

二、前置討論：流火、昏火中、夏至、歲差、陰陽曆 

  進行討論「七月流火」之前，讓我們先認識古籍的大火星、歲差與日地運行的變

                                                 
徐勝一：師大地理系退休教授，本會會員。電郵：sihsu@ntnu.edu.tw。 

陳有志：師大文學院院長秘書。電郵：bennett414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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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二十四節氣與氣候時序、陰陽曆的換算等問題。在本章做成筆記與說明，方便在

第四章及第五章時，可以直接討論主題焦點，免去重複提述細節的累贅。 

  大火星即心宿二星（Alpha Scorpii，在天蝎座），是夜空中第 14 亮的星星，在春

秋分之間出現，為北半球夏天重要的星辰之一。最初火紀授時年代，它被用來標示春

天的月令，即由春分開始，到「火中」接近夏至，秋分之後就不見夜空。其次，是在

黃昏高掛中天的第一時刻，禮記載「季夏之月...昏火中」便是一例。「昏火中」、簡稱

「火中」，古代這個天象，與夏至十分接近。春秋時代之前，大火星觀測記載如下： 

 

《尚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周初前） 

《詩經‧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周初） 

《禮記‧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周初） 

《禮記‧夏小正：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八月，

「辰則伏」，「參中則旦」；…辰則伏。（周初） 

《禮記‧夏小正：九月》：內火，辰繫於日。（周初） 

《左傳，昭公三年》：火中，寒暑乃退。（戰國前） 

《左傳，昭公十七年》：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戰國前）

《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戰國前） 

 

  關於《尚書‧堯典》日永星火之解析，竺可楨（1979）謂這條記載是殷末周初之天

象。 1而趙莊愚（1983）也認為《禮記 ‧夏小正》之記載，是周初之天象。 2馮時

（1990）校之歲差，認為《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乃戰國以前之

天象。 

「流火」：朱彥民（2008）認為儘管古今對《詩經》「七月流火」存在不少矛盾。

長期以來古人的確都理解「七月流火」為天氣轉涼，在中國採用陽曆紀年以後，人們

逐漸用「七月流火」來形容天氣炎熱，雖然不斷有人指出這種用法錯誤，但「天熱

說」依然越來越多。 

王先謙（1842 年－1917 年）云「流火，火下也。火向西下,暑返將寒之候也」。大

火星自高點處流下至地平面的現象，可分為火中、未央、火伏三個階段。三階段中，

以火中最容易觀測，未央的時空位置難以定義，而火伏時則已進入秋分（離夏季已

遠）。 

本文認為詩經「流火」可與左傳或禮記的「昏火中」，兩者同表一個天文意義，

僅稱呼不同而已。我們暫且以昏火中為操作定義，經由 Stellarium v0.15.0 軟體程式運

算，來還原古代天象的根據。 

「昏火中」：天空中的星球，每天都在我們上空掠過，但只能在黃昏天黑後才能看

見。古人慣於在黃昏之際，觀測星辰位置，因為此刻的時空標示清楚。譬如古籍的火

出、火中、火伏等，都在黃昏時刻觀測，故曰昏火中。昏火中現象一年只發生一次，

古人很重視這昏火中現象，鄭玄（127 年-200 年）云「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杜預

（222年-285 年）云「大火、心星...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孔穎達（574 年

-648 年）引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

星中者」。 

  「夏至」：地球繞太陽公轉到黃經 90 度的位置，此時太陽直射北回歸線，日射最

強，是為夏至。此後氣溫逐漸增高，約一個月後，溫度達到最高點，是為大暑。夏至

                                                 
1 竺可楨，1979，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竺可楨文集，P100-107，科學出版社，

北京。 
2 趙莊愚，1983，從星位歲差論證幾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書年代，科技史文集，第十

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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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冬至均具有天文上及氣候上的特殊意義，古人「測日影而知夏至」，周曆置閏十三

月，以正月為冬至月，因此，七月順理即是夏至月了。詩經中的「七月流火」理應為

七月之昏火中，也是夏至之月。現行陽曆的夏至日基本是固定的，在 6月 20、21日。 

從古籍記載得知，大火星為三代到春秋之重要夏星，它從東方地平線升起時（火出）

為夏曆三月（夏歲首的第三個月）、商曆四月（啇歲首的第四個月）、周曆五月（周

歲首的第五個月）；它在西方地平線消失時（辰則伏），為夏曆八月。 

至於《尚書‧堯典》日永星火之解析，竺可楨（1979）謂這條記載是殷末周初之天象。3

而趙莊愚（1983） 也認為《禮記‧夏小正》之記載，是周初之天象。4這項記載雖不詳

盡，它卻提醒人們，夏至來臨與太陽晝長有關，在夜晚則與星空的昏火中也有關係。

在詩經時代，夏至與大火星共伴出現，但數千年後，兩者因歲差關係，逐漸偏離了

「七月流火」原意，這為本文所要探究與釐清的重點。 

  「歲差」：竺可楨（1979）云「最早發明歲差者，乃希臘之 Timorchoris 及

Aristote，約在西元元年之前。...我國古代經籍，間有載及星辰之位置者，苟其所記之

星次為當時實在現狀，則以歲差之理，即能推定經書之年代。」地球繞太陽公轉繪成

的黃道面與地球赤道面的交角，稱為黃赤交角。又由於日月引力影響，造成地軸作陀

螺狀之擺動，一般稱為進動（precession），它的週期約為 25770 年。這種地軸擺動，

會產生天象視運動之歲差。因此，觀測時距相隔越久，星象月令也相差越大。有人估

計約 13500年後，織女星將替代勾陳一星，而成為地球的北極星了。 

  由於天體運動造成的歲差，使得五千年來「昏火中」月令，從三代的 6 月中旬的

天象後移至現今的 8 月初旬，5而「夏至日」則相對從 7 中旬的天象前移至 6 月中旬。

因此，欲要解釋「昏火中」或「流火」的氣候狀況，必須以其距「夏至日」之遠近來

作討論之依據。失此依據，則難解「七月流火」的氣候了。 

  「陰陽曆」：地球自轉週期 一個恆星日為 23.9345 小時，繞太陽公轉一個回歸年

為 365.2422 天，月球繞地球朔望月週期平均為 29.5306 天。這些時間參數都不是整

數，也很難取得整數的公倍數，因此陽曆自古四年一閏，陰曆十九年七閏，多閏或少

閏部分，經數百年數千年後，又需分別另立規則處理。古國各朝代的置閏方式不同，

補閏規則各有千秋，因此，要將西洋太陽曆換算成中國古代的農曆，是很困難的。尤

其在本研究中，採陽曆為基礎的天文軟體溯源，其結果必須反映到古代的農曆上，才

具有解釋古籍星象的意義。幸好，徐錫祺先生（1992）所提供的農曆公曆的對照表，

網路上含括西元前 1500 年至西元 2050 年的历日，經檢索得知，西元前 1500 年至 723

約八百年間，周曆置閏十三月，定正月為冬至月，這個線索提供我們研究上的正確方

向，幫助甚大。6 

 

三、Stellarium天文軟體 

近年電腦科技發展迅速，Stellarium 軟體從 0.9.0 版改進到 0.15.0 版，7它是應用性極高

的天文軟體，可以模擬西元前 99999 年到西元後 99999 年星空的變化，包括日月蝕、

夏至日、昏火中的檢驗等。89徐勝一等（2015）利用此軟體 0.9.0 版，回溯明武備志鄭

                                                 
3 竺可楨，1979，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竺可楨文集，P100-107，科學出版社，

北京。 
4 趙莊愚，1983，從星位歲差論證幾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書年代，科技史文集，第十

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5 均為太陽曆日期。 
6本文行文所用「周曆」，是參考徐錫祺的周代農曆或陰曆。 
7 2016/7/31發行免費的 APP Stellarium 0.15.0.，官網：http://www.stellarium.org/zh_TW/ 
8 感謝中央氣象局天文站鄭振豐先生傳授經驗與指教。 
9王笑冬（2014）用 stellarium天文软件，以武王伐纣牧野之戰為例，指出正確的時間為西元前

1046年 11月 27日至 30日，而非西元前 1046年 1月 20日。 

http://www.stellarium.org/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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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航海的牽星圖，成功地替兩處懸疑港口定位，解決了印度西岸丁得把席與阿曼灣口

沙姑馬山的位置，這次我們相信也可以回溯詩經「七月流火」的天空景象。前者為在

固定年代裡，以牽星法來定位；後者則為在固定地點，檢索以前星象發生時間。 

Stellarium 的操作很簡便，工具列可輸入觀測位置、日期、與時刻（可選太陽曆或儒略

曆），這些輸入的基本資料會顯示在底列，提供使用者核對。操作時可依使用者喜好

習慣；點選星空背景（如地景、座標等）、搜尋（星球）、設定（如語言、導覽、視

角）、說明（滑暑、鍵盤）等項目，讓使用者能輕鬆鎖定觀測目標。經過程式運算

後，星球的各項參數，包括方位角、高度角、時角、赤緯、星等、距離光年等，將顯

示在銀幕左上角。核證列下側，則是一些貼心設施，譬如星座圖型連線、星座名稱、

星座圖象、赤道座標、地平座標、夜間模式、望遠鏡等之選擇，協助觀測者更容易找

尋或辨識星空景象。 

進入 Stellarium 程式後，我們輸入西安經緯度、鍵入日期及時間、以及欲搜尋天體名稱

（心宿二）。之後，則是反覆調整日期及時間，務必令鎖定星球的高度角及方位角達

到預定數字。譬如夏至的太陽位置，中午必須在正南方、而且仰角（高度角）為最高

的日子。10同樣地，找尋昏火中的月日時，先將日期調至 6 月末，時間調至 20:00，然

後微調日期與時間，務必在黃昏時刻（參考下段文字說明）將心宿二調至正南方，此

刻就是當年的昏火中了。11 

古時觀天，大多在昏旦時刻進行，乃因此時華星初亮、加上地平明顯，具有時空指標

意義。操作上，昏旦以日落、日出前後 30~45 分鐘為定義，12而日落日出時刻，又隨緯

度及觀星日期而改變，早期的操作需從各別表列撿出應用，很不方便。Stellarium 提供

貼心服務，當使用者按動右側時間轉盤時，當從白晝進入黃昏時刻，左上角的星球參

數列，由黑字顯示改成白字顯示時，進入黃昏；反之，由白字改成黑字時，進入辰

旦。這項昏旦自動辨識系統，十分好用。 

 

四、五千年來的夏至與昏火中的比對 

  本研究從西元前 3000 年到西元後 3000 年，連續追縱夏至日與昏火中，發現兩者

出現日期，有前後交替或倒置現象。這個夏至與昏火中的交替現象，可以說明了星象

的歲差因素。圖一為西元前 800 年，昏火中出現的月日時刻；心宿二在圖之正中圓圈

處，左上方資訊欄裡，標明心宿二的方位角為-180°、高度角為 39°50'。這符合昏火中

的定義，也是流火

的開始日子，此

後，昏火每天西斜

1°弧度，約三個月

後流失在地平線

下。 

 

圖一、西元前 800

年 7月 1日 20：27 

西安的昏火中。

（小圓圈為心宿二

位置，左上方為心

宿二的天文參數） 

                                                 
10 夏至日的定義，是正午太陽在南方（180度方位），一年中有最大高度角的日子。 
11 從白晝轉黃昏，Stellarium左上角的星球參數列，由黑字改以白字顯示，本文以此時為黃昏時

刻。 
12 雷次宗《五經要義》，以日出前三刻為旦，日落後三刻為昏。孔穎達《禮記正義》，以日出前

二刻半為旦，日落後二刻半為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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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說明昏火中與氣候的關係，我們特別找出 BC3000到 3000AD期間的夏至日，

與昏火中日期配對，結果列如表一。 

 

表一、古今夏至日及昏火中對照簡表 

西元 夏至日 昏火中  西元 夏至日 昏火中 

-3000 7月 18日 6月 23日  0 6月 24日 7月 6日 

-2000 7月 10日 6月 26日  500 6月 20日 7月 9日 

-1500 7月 6日 6月 28日  1000 6月 16日 7月 13日 

-1000 7月 3日 6月 30日  1500 6月 12日 7月 19日 

-800 7月 1日 7月 1日  2000 6月 21日 8月 7日 

-500 6月 29日 7月 3日  3000 6月 20日 8月 29日 

 

 為方便討論及說明，我們將表一繪成時間曲線如圖二。 

 
圖二、夏至及昏火中的時間序列曲線（依表一資料繪製；橫坐標為西元年，縱座標為

夏至及昏火中之月日）。 

 

  若設詩經流火的火，指的是大火星，那麼，流火指的是大火星從中天西斜的時

候，即是昏火中的日子。圖二顯示了夏至及昏火中的時間變化，由於兩者是不同軸面

座標的天文星體，昏火中氣候，必須參考具有氣候時序的夏至來說明（參考下節表

二）。茲分述如下： 

（1）距今 5000 年前，約當黃帝時代，昏火中發生在夏至之前約 30天。以今日節

氣時序言，與小滿相仿，氣候白天涼爽、夜晚寒冷。 

（2）到西元前 800 年左右，約當周朝詩經成書年代，昏火中與夏至日重疊而至，

（發生在太陽曆 7月 1日），氣候與今日夏至相仿，氣溫由涼轉熱。 

（3）到了唐朝孔穎達時代，昏火中發生在夏至後 20 多天。節氣時序已接近大

暑，氣溫已達最高點，故孔穎達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氣溫將由炎熱轉曲暖涼，也

是正確說法。 

（4）時至現今，昏火中發生在夏至後約 45 天。時序已到立秋，西安白天雖仍炎

熱、夜晚已轉涼爽。 

因此「昏火中」，可簡單的解釋為大火星在黃昏時天頂正南最高視點，正與地球黃

赤交角-23.5˚ 的夏至日，兩者只在特定時期的天文現象裡，會與地軸夏至黃赤交角之間

產生的關聯。物候現象的規律是根據黃赤交角週期中的節奏，而大火星的位置會因歲

差因素產生視差移位。最後兩者會在不同視角的秩序周期產生落差。經此五千年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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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迴歸對比，說明了正確歲差參數關係，只能落在西元前八百年左右。自然不同朝代

的昏火中，就有不同正確季節的時序，若歲差未經過瞬時座標系統訂正，直接應用在

氣候時序上，就會產生不正確的解釋。 

 

五、豳風「七月」是周代特有的月令景觀 

  古今學者對詩經豳風的月令，有人認為是採周曆的，有人認為是採夏曆的，也有

人認為是混合採用的，意見不一。若根據前文數據分析，「七月流火」中七月與大火

的關聯，正只在周時西元前 800 年左右，表示夏至月特有的天象景觀。若到了周代末

年或漢初，七月與大火之間的精確關係，會有近乎一個月的歲差。因此，可推知堯典

「日永星火」的記載，乃是後人借用周時天象的附會。我們由此發現周人完全精確掌

握了春分、夏至、秋分及冬至，以及分點至點與節氣的概念。夏至及冬至的發現，是

周代曆法的進步，「昏火中」及「冬至」也是後人「子午」概念的濫觴。同樣豳風七

月詩中物候的歌詠，也可以理解了為什麼周人以子建月的原因。另七月昏火中之外，

其他如河水結冰的「二月鑿冰沖沖」、人體冷熱舒適度冷有關的「九月授衣」、與蔬

菜生長有關的「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等，具有物理科技成分者，也值得我們再深

入探究： 

  （1）「二之日鑿冰沖沖」：以今日西安氣候言之，一年中氣溫最低者為陽曆一

月，其平均氣溫低達零下 0.5度（參圖二），此時河水容易結冰。因此，若解釋「二之

日」為十二月者，折算今陽曆十一月，氣溫不夠低，河水未能結冰。若解釋「二之

日」為冬至後第二個數九天者，即周曆二月，折算陽曆一月中旬，介於小寒與大寒之

間，則河水才有結冰條件，此時鑿冰才算合理。李子偉（2012）認為隴東周人生活缺

乏淡水，鑿冰是為了獲得家庭飲用及田地抗旱之用，此活動大約持續一個月之久。果

若如此，則河水結冰後便可進行採冰，從「二之日」鑿到「五之日」，把冰塊儲存到

水窖裡或堆放到田地低窪陰涼地方。 

  （2）「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同樣道理，「四之日」應解釋為冬至後第四個

數九天，即周曆二月末至三月初，折陽曆一月末至二月初之間，接近立春。有一個歷

史故事值得在此一提：宋朝沿用古禮，秘書監李至發現祭祀月日已離原意，他嘆曰

「四月韭長，可以苫屋矣，何得謂之薦新歟？」，並云「近代相承用四月，鴜誤以豳

詩『四之日』為今四月也」，請改之。因此，《續資治通鑒‧宋太宗淳化三年》留下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的記載。 

 

表二、西安氣候資料圖表（西元 196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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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九月授衣」：根據人體舒適度的研究（Boduch and Fincher, 2009）13，在氣

溫攝氏 20 度以下，人體感覺偏涼。西安地區早晚溫差大，陽曆八月末（周曆九月），

雖然白天氣溫仍高，清晨溫度在 20 度以下，14早晚需加穿一件衣服保暖的。宋人周遵

道及湖北禹王廟的「夏至九九歌」的第七個九云「七九六十三，入眠尋被單15」，說明

了夏至後的六十三天，天氣涼了需要蓋被單加衣服。因此夏至（周曆七月）過後兩個

月，進入「九月授衣」的氣候習俗，應屬合理。至於明朝所定農曆十月初一為「寒衣

節」，民眾稱為鬼頭日者，屬宗教信仰性質。 

  （4）另一句「九月肅霜」：若把「九月肅霜」解釋為九月霜降氣候，是有矛盾

的。按霜降節氣為陽曆十月末（10/23），折周曆為十一月，折夏曆為九月，因此有人

以此認為豳風月令，混合著陰陽曆在內。王國維認為「肅霜」猶肅爽，指天高氣爽。16

其實，「九月肅霜」意即周曆九月為天高氣爽之日，與處暑節氣相近，也是「授衣」

之月。 

 

六、結語 

  周朝行火曆，周時置閏十三月，立正月為冬至月，作為節氣時序參考，七月順理

便是夏至月了。「七月」是周朝夏至日之月，因此「流火」詮釋為「周曆七月大火星

西斜」，是正確的。《左傳》與《禮記》記載的「火中」或「昏火中」，實乃周代之

「流火」，及至漢唐時代，由於歲差潛移及曆法不同，致使周代以後的天文月令，逐

漸偏離了太陽曆的節氣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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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rpretation of “downfall of Antares in the seventh 

month” from The book of odes and hymns 
 

Sheng-I Hsu（NTNU retired professor, member of CAHS） 

Yau-Zhih Chan（NTNU retired secretary of Art College） 

 

Abstract: Antares （Alpha Scorpii） is an important summer star in Zhou Dynasty. When its 

position is located in the mid-sky right after sunset, it signifies the upcoming of summer 

solstice. Due to the precession of equinoxes and to the change of calendric system, however, 

it gradually losses this astronomical phenomenon in the last thousands of years.  

By employing the Stellarium software to recall the presence of Antares and the 

occurrence of summer solstice, it confirms that climatic slangs in the Book of Songs truly 

reflect the agriculture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Zhou calendar. 

 

Keywords: downfall of Antares, longest day and zenith star, zenith Antares, summer solstice, 

Stellar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