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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火中與周代夏至的探索 
徐勝一（本會會員），陳有志（本會會友） 1 

 

摘要   本文假設《尚書．堯典》「日永星火」與《禮記．夏小正》「昏火中」就是「夏

至」，藉助天文軟體及考慮歲差因素，檢索西元前 3000年至西元後 3000年期間，分年

兩組數據曲線構成交疊的年代，結果接點在西元前 800年，正好是《詩經》成書年代。

因借詩經〈七月〉篇保存的物候及月令資料，進一步解釋「七月流火」及「一之日」的

意思。 

關鍵詞：昏火中，夏至，七月流火，歲差，一之日，閏月 

 

一、四仲中星與歲差 

《尚書．堯典》記載「鳥」、「火」、「虛」、「昴」四仲中星，除了表示春分、

夏至、秋分、冬至及季節外，真正的功能是在「歷象日月星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

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即以「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乃在「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為太陽迴歸年運動的二至二分分點（equinox），匹配

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的天文周年運動為副的天象時鐘。因此，分點與四仲中星與置

閏有關，所以才有「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說。這正反映中國重節氣為春秋四時十二

月令的曆法特色。 

上古時代由遊牧社會進入農業文化，一年一度播種最佳的時期，攸關整體社會生

活的穩定。由特定星星的周年運動結合春分的播種時機，成為古人管理季節最實用的天

文時鐘。中國殷商甲骨保存的「祭火」及左傳襄公九年「祀大火」的記載，顯然是中國

上古時代曾藉由大火星，即心宿二（天蠍座 α星），作為年週期的最初曆法遺跡。有人

認為「火曆」乃古人刀耕火種，產生對火的崇拜，再連結黃昏後的大火星。當出現東方

地平面上，剛好又是春分播種時機，兩者在時間及時機之間，可以管理生產及生活為曆

法的規則。運用天象決定春分或歲首的規則，不只在中國，另有巴比倫使用的御夫座（α 

Aurigae），印度人的金牛座（Taurus）的昴星團。 

古人不知地球地軸章動與進動現象所產生的歲差，因此若依賴天文周年來判定太

陽回歸年的分點或季節，每 71年地軸運動會偏離視差一度。久之，造成兩者聯屬關係

的背離，無法永久契合。《尚書．堯典》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記載，古人已知回

歸年與朔望月的最小週期差，及運用日昝投影來修正月令週期。這是關於太陽回歸與月

令的置閏月問題，可以說是較晚天文觀測進步的事情了。堯典詳述「歷象日月星辰」三

種度角的校正，都在回歸時令節氣的季節，正反映出中國特重節氣月令的關係，要如何

運用置閏月調整回歸年與朔望月兩個週期，逐步發展成十九年置七閏法及六十年還甲的

陽陰合曆法。但其中日晷投影的均時校正法，顯然不是傳說上古堯帝時代發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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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竺可楨在〈論以歲差定尚書堯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就指出「鳥」、「火」、

「虛」、「昴」為四仲中星與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組合，是發生在商末西周初特

有的天象，是最早運用歲差的地軸章動及進動，產生 25771.5年周期，以及每年偏離 50.3

秒差，來還原天文周年運動與太陽迴歸年運動，所交疊在天象景觀的特定年代。這是以

1927年，四仲中星分點日傍晚的角度，與《尚書．堯典》赤經角差為：春鳥、夏火、秋

虛，成：41.42、38.30 、42.38，還原時間就落在西元前 1100年左右。其中冬昴角差 65.21 ，

誤差最大。若單就昴 65.21差來還原歲，就落在西元前 720年左右（周平王時）。竺可

楨對冬昴誤差的解釋是：星鳥、星火、星虛三者大致相符；惟星昴不合乃因冬至日，古

人天氣寒酷不好進行觀察。這結論說明了中國陽陰合曆奠定在商末西周初時期。 

 

二、昏火中與夏至 

殷商甲骨文「祭火受年」及《左傳．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等記載，要完全了解中國上古時代火曆實際情況似乎困難。但

是，古人以大火星周年運動及出現在天空位置的正東、南、西、北，用來表示春夏秋冬

四季的時鐘。尤其，攸關農業生活借用大火星，掌握春分播種時機。這個現象簡單而實

用，就能分辨季節與曆法的使用，應該是可信。問題在：春秋戰國以來的文獻，大火星

為何不是指春分星，而是聯繫夏至日的主星。如《尚書．堯典》的「日永，星火，以正

仲夏」、《左傳，昭公三年》的「火中，寒暑乃退。」、《禮記．夏小正》：「五月，……

初昏大火中」。《禮記．月令》的「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等。 

我們若就上述文獻，只考慮「季夏月」的「昏火中」，以及「夏至日」之間的關

聯。只先假設「日永星火」與「昏火中」都是指大火星在「夏至日」。藉助 Stellarium

天文軟體的運算，來還當時的天象。我們運用的方法：斟酌檢索西元前 3000 年至西元

後 3000年期間，其中西元前 1500年到西元 500年以每 100年為間距單位，取同年「夏

至」日及「昏火中」日兩個數據，分年組成兩組數據曲線，再將此兩線分布關係作為迴

歸分析的依據。這裡一樣可由地軸章動與進動現象的限制，規定出太陽迴歸年運動與天

文周年運動，之間除了是可以呈現在有向集的極限範圍外，更能反映出之間的背離係

數。即在相互重疊的密集區，顯示出構成「夏至」及「昏火中」發生現象的年代有效值，

就有不同竺可楨單只運用偏離 50.3 秒差，另可還原歲差的線性分布值。結果重疊的聚

集年代，交叉在西元前 800年，詳圖一。1  

 

 

 

 

圖一：「夏至」及「昏火中」

發生年代交叉圖。 

                                                      
1 本迴歸分析，已在《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1期〈再釋詩經七月流火〉一文解釋「七月流

火」。當時是以五百年及一千年為間距換算。本文除了年數縮短間距，取得細微的反差外，重在

藉此分析關係，探討中國古代天文學與曆法起源及之間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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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數據係數及年代關係，正巧介於竺可楨「鳥、火、虛」的正值與「昴」的誤

差值的中間。而且，西元前 800年正巧是詩經許多作品的創作年代，整體結論自然會讓

我們聯想《詩經‧七月》篇「七月流火」中「七月」與「大火星」的關聯。尤其〈七月〉

篇保留歷史最早及最完整的西周中葉的物候及生活景觀。從此「七月流火」與後來《尚

書》《左傳》《禮記》「昏火中」又有何關聯？引發出來的諸多曆法問題，就會涉及整

個周代曆法的概貌。 

 

三、周代曆法與置閏 

我們知道周曆建子，以之為歲首。如果，就「昏火中」及「夏至日」的關聯，我

們自然可以想見周人使用日昝投影導入太陽回歸年的分點，進行對天文周年運動及朔望

月之間的校正。也就是說，周人已知道為控制物候週期循環的精確，在太陽迴歸年、天

文周年及朔望月（包括恆星月）三個關係項裡，只能根據太陽回歸年中的至點作為最大

公因數。若借《尚書．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中「敬授人時」就是以「日」

的二至二分。運用的「星辰」，自然是以「鳥」、「火」、「虛」、「昴」。那麼如此

為四季，與星辰的一年，月令的一月至一年，之間以日晷為最大公因數，由此三個回歸

係數的週差及餘閏，無疑就是閏月的用法。 

如果「昏火中」關係周人由至點來置閏月的根據。那麼如何進一步證實他們已真

正使用三個回歸年的最短週期差，在四年置閏月的節奏，並接近發現類似節氣點與中氣

點的概念，由此節奏來控制出精準的陰陽曆？ 以上也僅為推測，我們無法正確了解周

人的陰陽合曆的真正形式。是否能透過哪種方式，給出一個最好理解當時的方式呢？若

能找出可對照當時曆法與陽曆間的比較模式（compare model），自然是其中一個最方

便的方法之一。好在《詩經．十月之交》及《春秋》共保留下歷史最早及之後，共有的

三十八筆日食記錄。 

《詩經．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明載當

時十月一日發生日食現象。根據陳遵媯〈從十二月十四日環食談起〉文中的推算，「十

月辛卯」是西元前 776年 9月 6日發生的日食。我們可使用 Stellarium天文軟體還原西

安地區日蝕現象，並對照 NASA全球日蝕表也都吻合。現在，同樣使用 Stellarium天文

軟體設定在曲阜地區，來還原《春秋》三十七次的日食與陽曆的對照，詳圖二。 

圖二春秋左傳日食陽曆對照表，是根據鄭悍馬〈春秋左傳所記日食的直觀驗證〉

使用 Stellarium V0.10.6.1版的換算結果。本文使用 V0.15.1版再操作對照，除食日發生

時間略差三四小時外，本文也根據 NASA於 2017年 2月 20日公布的全球日蝕表對照，

全部日期無誤。2 

《春秋》日食記錄有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天文觀察問題。這裡除了隱公三年王二

月己巳的全日食，不只是人類最早的文字歷史外，也是大家忽略了為什麼隱公三年的第

一個日食，與桓公三年的第二個日食記錄，都是全日食的疑問。其間為何沒有其他日食

記載，所不同於之後二十多個記載間的體例。即是，在三十七次記錄，只有第一及第二

                                                      
2 NASA Eclipse Web Site，全球日蝕表。https://eclipse.gsfc.nasa.gov/SEcat5/SE-0799--0700.html，

20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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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為全日食外（另第十五次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是否是鲁僖公六年六月三十的全日蝕

的誤值，我們暫時保留外），其他都是偏食或環食。由此，我們不難想像開頭的記錄，

是否存在一個書寫體例，之中含有某種要保存最大日食週期的意涵。這樣的推測下，我

們好像看到這裡似乎像在巧妙的保留一個沙羅週期（Saros）現象。如「昏火中」等等現

象，顯然西周中葉以來天文觀察進步，已能注意各種週期現象的全面追蹤。運用日晷、

記錄日食不只是政教，其中也關係數學及推理思想的領域。 

 

圖二：春秋左傳日食陰陽曆對照表 

 

現在，我們看到這裡保留日食的記錄，若與現在農曆陽曆年均 10.88天的比對。當

時曆紀與陽曆差距的最小日差為 4 天，較大為 40 天，平均約在 20 天內。若以恆星月

27.3天的週期來看，大致看到當時回歸年與朔望月的最短循環周期，周人的閏月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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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沒有得大的差別。這樣的推測與現在之間的可能誤差，不會是來自回歸年與朔望

月的週差，而是在回歸年本身的閏日及其他視差因素。整體《春秋》日食的回歸年與朔

望，最短循環周期與閏周週期的關係，不會大於 10.88的 3倍數，正好是 4年一閏月。

初步的計算式為：27.3（恆星月 ）X12（月）- 365（日）/ 11.88（年均值）=2.23（年

間周差值為二倍，約為 4 年）。 這樣閏月的產生最小誤差值，在二至日的校正不會擴

大，但會在閏日及閏月之間的差數，逐漸產生最大周期的差（即有效值可以由數十年擴

大到幾百年）。在這此推測下，那麼我們對〈七月〉的一些傳統解釋，會有了不同的看

法。 

 

四、「七月流火」周曆與農曆 

根據大火星正南天正與夏至日交叉的現象，結聚在西元前 800 年的天象景觀裡。

由此迴歸分析的意義，有助我們進一步比較商周兩代不同的曆法。我們長期習慣接受兩

漢經傳的主張：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的三正說。馮時在《古文字與古史新論》

指出甲骨文武丁卜辭的五次月食，有三次正好發生在殷曆的歲首。比對陽曆都在 10 月

下旬至 11 月上旬，約在現在農曆霜降前、立冬後。再查考殷人祭火的祀大火星習俗，

正好證明了殷曆正朔日是憑依大火星偕日升，作為歲首的天文根據。這樣的結論否認了

漢傳丑正的殷曆說。馮時同時也指出殷商雖能使用日晷測二至，但完全與當時推算歲首

無關，也就是說殷曆尚未知運用二至日，用來調正曆日與置閏的計數周期。 

現在，我們就《尚書》及《禮記》的記載，若大火星配稱仲夏景象裡，不再指派

為搭配偕日的歲首。無論我們是否同意馮時殷曆歲首的解釋，但只在「夏至」及「昏火

中」重疊分析，可推知周曆已能運用二至日，導出太陽回歸年的分數根據，來調節朔望

月的餘日，累積數作為閏月的周閏。所以冬至月為歲首及歲尾四年置閏的方式，正因只

用冬至日與夏至日半年回歸及冬至日為首歲的正朔校正，都隱約有接近運用節點與中點

的關係，如後來《漢書‧律曆表》：「朔不得中，謂之閏月」，之間週期差的校正，成

為可靠的陰陽合曆雛型。 

再根據《春秋》日食農曆陽曆平均差與年差距關係。那麼「昏火中」不就是「七

月流火」都指為夏至月嗎？由此，周人建子為正月朔日就是冬至月現象來看，顯然周人

才是真正使用二至日，由夏至冬至作為整個曆法運作的基礎。因此，尚書「鳥」、「火」、

「虛」、「昴」四仲中星的二至二分，雖是出自戰國整合出來的傳說，但這都只依據周

曆逐步演化出來的結果。若此，周曆所根據「火」及「昴」就不能在歲差還原中產生誤

差。顯然，尚書中星的記錄有一些差錯，導致竺可楨推算與單一「昏火中」的推算，產

生不同的結果。因此三正說，可能只有周建子為真。其他夏建寅、殷建丑兩者，是戰國

以來興起歷史循環觀的想像及傳說。 

我們現在就專只「夏至」與「昏火中」的發生年代，來了解「七月流火」的物候。

〈七月〉篇完整物候及月次的記錄，可理解周人是以冬至月為歲首，七月是夏至月。「七

月流火」為全詩的核心，可知當時「昏火中」是被納到「日永」，就其概念比作為春分

或偕日來的重要。所延伸的問題，自然不再是為了掌控春分播種的時機，顯然是在如何

置閏取得精準「敬授人時」才是作為曆法推演的重要大事。由太陽迴歸年、天文周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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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望月三個運動週期，找出最小比差因數，作為置閏的原則，反映了周人建立起了中國

特有陰陽歷的雛型，經戰國初的四分法，一步步再到 19年置 7個閏年，及六十天干地

支還甲的還曆法，完成一套嚴密的節氣曆法。因此，《尚書．堯典》四仲中星與二至二

分的史實，應該是周人曆法的成果，為後人托古為理想政治人物堯帝的功勞。就此「夏

至」與「昏火中」，及《春秋》日食日期與陽曆的均差。即在上述在回歸年與朔望月的

最短循環周期，周人閏月與現在的差距也沒有得大的差別，之間最大誤差因素，只在回

歸年的閏日及其他視差。因此，我們初步的觀點周代曆法除了建子為正月朔日及置閏於

歲末，整體曆法大致很接近現代的農曆。 

長期以來，許多解釋「七月流火」除了是指七月大火星向西下的解釋，也加重指

向天氣轉涼的描述。因在現代陽曆及天候，與及「七月流火」「火」為專有名詞，誤為

形容天氣炎熱的一般名詞或形容詞。又因《詩經．毛傳》「九月授衣」：「九月霜始降，

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的誘導。後繼有鄭玄指「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

退。故言寒，先著火所在。」。使火星（昏火中）表示仲夏季節的過渡，因著重「霜降」

及「授冬衣」「寒暑」之意，尤其不了解歲差現象，就成後人成了誤解為冷熱氣候的描

述。如孔穎達《詩經正義》引東漢服虔解《左傳．昭公三年》「火星中而寒暑退」，說：

「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

顯然都是西漢以來的天象。這些都是歲差及《尚書》及《禮記》混雜許多古今資料所難

以辨別的問題。我們若根據歲差及昏火中，與夏至的對照，《夏小正‧五月》：「初昏

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可能出自周初之前。《尚書．堯

典》四仲中星，尤其是星昴可能是出自春秋。若東漢時代與詩經時代在歲差誤差約有延

緩 7天，包括考慮農曆周閏差及陽曆閏日差等等因素，之間可能就有 14天至 28天的誤

差。也就是說在不知歲差，同樣為東西漢人或現代人都一樣會把「七月流火」的天文現

象，轉成季節天候現象。還原詩經當時的情況正是，夏至及流火的時節，還是在「小暑」

及「大暑」之前。流火或許只在表時間或季節的半年已過了。所以才有「九月授衣」作

為秋分時節為預備天冷到天寒的暗示，這只是表示季節的順序。而不是「進行式」已經

到了現在的「白露」及「立秋」之後的天候了。 

 

五、冬至月與「一之日」 

〈七月〉篇另一個特殊月份次第名稱問題：全年分「蠶月、四月、五月、六月、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等共為十二。其中為何

沒有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的次數專名？這裡最爭議在「三之日、四之日」及「一

月、二月」的關聯。按《詩經．毛傳》的解釋：「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

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意思正是因周

曆建子的十一月為歲首的一月，為避免另有的夏曆建寅為十一月相互混亂現象，所以才

把夏曆十一月稱為「一之日」表周歷的正月，其他十二月、正月、二月則類推之。即在

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是用周曆的月次。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九月、十月為夏曆月數次。孔穎達認為若一之日，二之日，如毛傳為「十之餘也」的解

釋，那麼何以三之日、四之日乃是正月二月為十數之初始，不貫為一、二而謂之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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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理有不通，辭無所奇」嗎？他自己則另有「蓋以日月相對，日陽月陰，陽則生

物，陰則成物。」的解釋。蓋原因在「以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蘗將

生，故以日稱之。建已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有秀實成者，故以月稱之。」這

也是後來兪樾指出：「七月篇或言日或言月，王介甫（王安石）因有陽生言日，陰生言

月之說。」都是唐宋人的思想觀點，而無關曆法問題。 

若以周曆子正為一年四季十二月的形式，自然歲首的冬至月為正月，夏至月為七

月，春分月為四月，秋分月為十月，另每隔一年或隔兩年置一閏月（已是近乎現今農曆

十九年七閏之雛形）。為何蠶月為春分月又不稱三月？就「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

庶績咸熙。」「閏月成歲」就因「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朞」為太陽回歸年，比差

朔分不足。殷商甲骨文有年終閏為十三月名稱，置閏都在八九兩月。周人則只於年終置

閏。我們光以〈七月〉春分月稱蠶月的窺究，當時農作生活已描述了男女分工及生產力

高的複雜狀態。春分月為農業立國大事，事關民生國計。另進步政治的管理及需求下，

在農政及軍政的組成貴族政體裡，富國強兵、社會公共建築及服務貴族的建設成為必

要。百姓賦稅及賦役的時機，自然集中在收成及農閒時。由此，歲終及歲首在行政意義

就成為重要行政季節。正此，〈七月流火〉篇「十月穫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十

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二之日其同 ，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二之日其

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

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三之日于耜」，等等

都充分反映了這段農閒及與賦役的生活記實。 

周人雖建子為歲首，但是春分月才還是曆法「紀候布令，敬授人時」的重心。若

再就曆法的精確度而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四個月次，「一之日」

可能就「冬至月」月首的正月朔日，及關聯「冬之日」的月中（仲星），成為在正朔無

定，而物候有定的原則下，十三月置於年終的十月終與一之日之間。一年四季十二月，

歲首的冬至月為正月，夏至月為七月，春分月為四月，秋分月為十月。在二至分點與中

星的關聯，周曆歲尾的閏月自然會在非閏年的十月與十一月，另與閏年的十月與十一

月，相互排擠造成混淆。由冬至日的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周期回歸到「蠶

月」的節氣，作為「紀候布令」中的「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這裡顯然含有把冬至月

首為節氣點，冬至日為「月中」為中氣點的原初形式。這樣可再經昏火中的夏至日調節，

之間另產生攙兌迴合。如此冬至為歲首的週期，才能在置閏月的四年週期調整下，保證

朔望月合乎回歸年的二至分點，構成春秋四時十二月令的形式，不會因閏月的排擠而產

生混淆。我們這個推測雖然在某方面也很像孔穎達等的「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但是

重點只歸到單純曆法問題的解釋。 

因此我們推測了周人隱約發現太陽回歸「節氣」與恆星月回歸「節氣」間的週期，

最大間比差的 21 日循環規律。這裡實則牽涉整毎陰陽合曆，必然須要考慮回歸年、朔

望月與恆星月三個循環週期，之間的最小公因值作為置閏月的方法。當時也必須借用天

文周年視差運動的計算，但古人不知歲差會產生古今差異，才延伸後人許多舛誤。從周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2期（2017年 12月） 

96 

曆沒有年中閏的現象，可知當時他們的計算技術，只能考慮一個 49月與 4年合分比的

週期。我們的推論也並非完全沒有缺點，這裡尚有一些令人疑竇的問題在：〈七月〉篇

為何要這麼完整保留「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及「蠶月」的稱名？這是當

時的習慣用法嗎？都有待再深入的研究。 

 

六、結論 

本文運用「昏火中」的天象日與「夏至」分點日兩者的關聯，藉助天文軟體來檢

索西元前 1500年至西元 500年間，每一百中同一年「昏火中」及「夏至」為兩個數據，

分年組成兩組數據曲線，由此兩線的分布進行重疊的年代的迴歸分析。其次再藉詩經〈十

月之交〉及《春秋》三十七日食的記錄，比對當時曆法反映在與陽曆的差距，來理解當

時對回歸年與朔望月的最短循環周期的理解，由此可以進一步隱約理解當時處理週閏的

問題。根據我們「昏火中」與「夏至日」所規定天文周年運動與太陽迴歸年運動的分析，

透過相互重疊的範圍，一面可還原歲差，另一面可恢復特定年限的天文景象，結果接合

點呈現在西元前 800年。這正好也是《詩經》成書的年代。 

這樣正與竺可楨透過歲差推測四仲中星乃是商末西周初時期特有的天象景觀，與

我們的分析有 300 年的差距。若從目測來說，實則在歲差每年偏離 50.3 秒計算，視角

差在 300年之間的沒有很大的差別。但若就閏日的角度來看，300年對精確計數的影響

就很大。現在，若殷曆歲首是根據「大火星偕日升」屬實，那麼為何竺可楨在「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的「星昴」所還原推算歲差的結果，是四星中誤差值最大的一顆定位

星。真正的因素目前尚無法理解。但是至少不難想像其中可能混淆了不同時代的天象。

另一種解決的方式，只要我們聯想「大火星偕日升」與「昏火中」之間的精確根據。另

周人運用冬至日及夏至日，定錨歲首的因素必然與閏月有關。可見周人觀察太陽回歸

年、朔望月甚至恆星月的閏月關係，重心在太陽迴歸年運動與天文周年運動的關係。因

此，我們若依賴四仲中星來還原歲差，不如僅就「夏至」日，來追蹤「昏火中」的重疊

的年代，可更接近還原當時的實況。 

我們又由詩經〈十月之交〉及《春秋》三十七日食的記錄，比對回歸年與朔望月

的最小差距週期，可由節點與中點兩個節奏，可理解出周人精準陰陽曆的運算方式，說

明他們奠基中國後來特有的節氣曆法。在此基礎上，可以了解詩經〈七月〉篇保存最古

最完整的物候及月令資料，可以進一步的解釋外。我們更大膽的推測周曆歲首以冬至月

為正月，夏至月為七月，春分月為四月，秋分月為十月。那麼「七月流火」可能這指夏

至月，原意為「夏至日以後」或「七月將盡」的月底。就其意涵說是表時間或日期，不

如說是表指季節的更替。因此，全篇的月次名稱沒有所謂的夏曆與周曆的混用，都可能

就是當時周曆的用法。據此，「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可能作為後來「閏

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過渡用詞，可隱約看到十一月在沒有冬至日為置閏

月的規律。本文雖能確立出「夏至」及「昏火中」的迴歸交年，其中尚有許多論述都只

假設性的推論，尚祈諸位先進的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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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ntares Nightfall Transit and Summer 

Solstice in Zhou Dynasty 

 

Sheng-I Hsu（retired from Geography Dept. NTNU, member of CA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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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Shang-shu-yao-di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album, described that the summer solstice occurred at the presence of a longest-day 

and a meridian-transit of Antares at nighfall. This study employs Stellarium 

astronomical software to backdate the nightfall transit of Antares in Zhou Dynasty,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stated situation coincides with the summer-solstice around 800 

BC.  If this finding be confirmed true, the records of "Liu-Huo of the seventh 

month" in the Book of Odes and Hymns can be interpreted more precisely in terms of 

climatology and phenology. 

 

Keywords: Antares nightfall transit, summer solstice, Stellarium, the Book of Odes 

and Hym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