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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寫本硏究年報』第十二號（2018.03）115-129頁

日本藏《大唐陰陽書》鈔本初探 ∗

梁辰雪

引言
《陰陽書》之名，多見於南北朝隋唐之際，現已無一傳世，僅零星引文散見於各種
書籍之中。根據這些佚文及其編纂者的傳記，基本可以認爲其內容是以陰陽五行爲
基礎的卜筮占驗之書。隋唐時期對陰陽書的校訂主要有兩次，一爲蕭吉在隋初考訂
古今陰陽書，一爲呂才在貞觀年間（627–649）奉太宗詔刊正陰陽書1。日本的公私
藏書機構中，有數種題名爲《大唐陰陽書》的鈔本，主要爲卷 32與卷 33，內容均與
曆法相關，形式則近於具注曆。考慮到唐與日本之間的頻繁交流，加之以日本 9世
紀的藏書目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著錄有唐代編纂《陰陽書》，一直以來便有觀
點認爲日本《大唐陰陽書》鈔本即爲呂才編纂的《陰陽書》2。另一方面，這些鈔本中
有幾種明確題有《大衍曆注》之名，故而也有學者將《大唐陰陽書》視爲《大衍曆
注》3。前賢學者對這些鈔本進行的文獻學的基礎工作，爲我們理解這些鈔本的情況
提供了很多幫助。但目前的研究對《大唐陰陽書》鈔本的內容本身關注較少。筆者

∗本文初稿曾於 2017年 4月 15日在“六朝史研究會”宣讀，修改後於 2017年 12月 3日在復旦
大學“日本古寫本與中國典籍”研討會宣讀，承蒙辻正博、佐藤達郎、山口正晃、余欣等諸位老師及
與會學者賜予教示，謹致謝忱。

1蕭吉考訂古今陰陽書事，參見：《隋書》卷 78《蕭吉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年，1774–1776
頁。呂才修訂陰陽書事，參見《舊唐書》卷 79《呂才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2720頁；《新
唐書》卷 107《呂才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4062頁。

2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有中村璋八、山下克明、黃正建、武田時昌等人。參見中村璋八：《<大唐陰陽
書>考》，《日本陰陽道書の硏究（增補版）》，汲古書院，2000年，573–591頁；山下克明：《<大唐
陰陽書>の考察――日本の傳本を中心に》，（小林春樹編《東アジアの天文・曆學に関する多角の硏
究》，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硏究所 2011年初出。）《平安時代陰陽道史研究》，思文閣出版社，2015年，
338–360頁。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210頁。武田時昌：《人文研アーカイブス（13）大唐陰陽書》，《漢字と情報》No.13，2006年，6–7
頁。

3持這一觀點的主要有廣瀨秀雄、大谷光男及孫猛。參見大谷光男：《日本古代の具注曆と大唐陰
陽書》，《二松學舍大學東洋學研究所集刊》22，1991年。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5年，1549–1554頁。中村璋八：《<大唐陰陽書>考》，《日本陰陽道書の硏究（增補
版）》，汲古書院，2000年，573–591頁。



希望在調查諸鈔本的基礎上，從內容方面著手對鈔本的性質做出進一步判斷。此書
是成書於中國而流傳於日本的鈔本，筆者也希望藉此闡明中日兩種文化分別對鈔本
產生的影響。

一、《大唐陰陽書》的著錄情況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下文簡稱爲《見在目》）五行家類記：“《大唐陰陽書》五
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檢中國唐宋書目，記載卻有所不同。

　《舊唐書》卷 47《經籍志》：
　　《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　《新撰陰陽書》三十卷，王粲撰4

　《新唐書》卷 59《藝文志》：
　　王璨《新撰陰陽書》三十卷　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5

　《宋史》卷 205《藝文志》：
　　呂才《陰陽書》一卷6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未記《大唐陰陽書》的作者，而將《新撰陰陽書》的撰者
記爲呂才。但據兩唐書的記載，王粲才是《新撰陰陽書》的撰者。史書中對王粲的記
載很少，其人經歷並不清晰。關於呂才撰《陰陽書》的卷數，《舊唐書・經籍志》與
《新唐書・藝文志》中的記載也並不相同。兩書中分別記載呂才編纂《陰陽書》的原
委如下。

《舊唐書》卷 79《呂才傳》：
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
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
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理，雖爲術者所短，然
頗合經義，今略載其數篇7。

《新唐書》卷 107《呂才傳》:

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益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
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
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諸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福，終莫悟
云8。

4《舊唐書》卷 47《經籍志》，2044頁。
5《新唐書》卷 59《藝文志》，1556–1557頁。
6《宋史》卷 205《藝文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年，5262頁。
7《舊唐書》卷 79《呂才傳》，2720頁。
8《新唐書》卷 107《呂才傳》，40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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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認爲當時陰陽書訛僞穿鑿之處甚多，而命呂才與相關學者進行修訂。新
修訂的《陰陽書》53卷，與原有的《陰陽書》47卷合爲 100卷頒布於天下。《新唐
書・藝文志》中的 53卷，應是以此爲準。而在《宋史・藝文志》中，呂才《陰陽書》
只有 1卷，可能到宋代呂才《陰陽書》的大部分就已經散佚了。　　

二、《大唐陰陽書》的鈔本情況
　目前筆者所見日本藏《大唐陰陽書》鈔本有９種：

　　A 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吉田文庫本（吉田本）
　　B 國立國會圖書館本（小島本）9
　　C 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硏究所本（京大本）10

　　D 國立天文台本（天文台本）11

　　E 靜嘉堂文庫本（靜嘉堂本）
　　 F 內閣文庫本（內閣本）
　　G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島津家本《大唐陽陰曆書》（島津家本）
　　H 茨城縣六地藏寺藏《長曆》（六地藏寺本）
　　 I 東北大學和算關係文庫藏《曆注》（東北大學本）12

　　接下來先對其中 6種題名《大唐陰陽書》的鈔本情況進行簡單的介紹13。

　A 吉田本，1冊，65葉
　　有書簽，字跡漫漶，扉頁寫有“長曆”，第 3葉上寫有“大唐陰陽書卅二 上”。其
後有吉凶年、日的記載，之後是從正月開始到 12月各月 60干支的曆注。6月末尾記
有“曆注上卷”，在吉凶年日記載之後，又記有“長曆上”及卷末跋文。7月月首有
“大唐陰陽書卅三 下”，12月後寫有“大唐陰陽書第卅三”。卷卅二末有“長曆上 嘉
曆二年（1327）丁卯書寫之，代代相傳秘本寫之。”其後又有跋文：“借修理大夫安
倍有春本書寫了，可深秘。天文十一年（1552）閏三月廿六日，清侍從三位入道宗
尤。”宗尤是日本戰國時代儒學者清原宣賢（147–1550）的法號，清原宣賢爲吉田神
社神道家吉田兼俱之子，後成爲清原宗賢的養子繼承清原氏家業。

9於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39951公開。
10於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toho/html/C0070001.html公開。關於這一

鈔本入藏人文研的經緯，可參見武田時昌：《新城新藏博士の迷信研究――<大唐陰陽書>購入餘話》,
《漢字と情報》No.14，2007年，4–5頁。

11於 http://library.nao.ac.jp/kichou/archive/0264/kmview.html公開。
12於 http://www.i-repository.net/il/meta_pub/G0000398wasan_4100009018公開。
13前文提及的幾位學者中，山下克明、中村璋八及孫猛對各鈔本的情況進行過系統研究，中村璋八

未探討小島本及島津家本，山下克明及孫猛未探討小島本。具體參見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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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小島本，1冊，35葉
　　無書簽，封皮和第 2葉上均有朱印“小島氏圖書記”，原應爲江戶時醫師小島寶
素所藏。小島氏爲江戶末期幕府醫官，盡心於收集醫籍，兼治文獻學，亦爲知名藏
書家。本書外封內面寫有“舊唐《經籍志》陰陽書五十一卷，呂才撰，新唐《藝文
志》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呂才及諸
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並舊書行者四十七卷，詔頒下之。太宗
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至訛僞，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
撰。”內封內面寫有“百川學海六神之別名”及“金神七殺方”。這兩處筆跡與內文不
同，或爲藏書者所記。內扉筆記的撰寫者明顯認爲此書與呂才《陰陽書》有關。第
1葉上寫有“大唐陰陽書卅二 上”。餘下內容大致與吉田本相同，應爲同一系統的鈔
本。《經籍訪古志》卷 4天文算法類著錄“《大唐陰陽書零本》二卷，天文十一年鈔
本，寶素堂藏”14，應即此本15。《經籍訪古志》中記載此書情況云：“現存卅二卅三兩
卷，末記借修理大夫安倍有春本書寫，天文十一年閏三月廿六日，清侍從三位入道
宗尤，又記嘉曆二年丁卯書寫。此書兩卷以陰陽頭兼曆博土、從五位下賀茂保憲朝
臣本所傅也。”16但卷 33現況不詳。

　C 京大本，1冊，27葉
　　書簽外題“大唐陰陽書”，扉頁上寫有“大唐陰陽書卅三 下卷 開元大衍 曆注”，
其後爲“凶會日作法”，僅存 7月至 12月各月六十干支的曆注。曆注部分，9月“庚
寅”後爲“癸亥”，10月“甲辰”後爲“辛酉”，可知有兩處缺頁。12月後有甘露日、
金剛峰日、羅剎日表，再後爲“大唐陰陽書卷第卅三”的尾題以及跋文如下：“此書
兩卷，以陰陽頭兼曆博士位五位下賀茂保憲朝臣本寫傳也。奧注云，以春家本上下
兩卷比校既畢，彼本奥注，嘉祥元年（848）歲次戊辰七月朔戊午五日壬戌，從六位
上曆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者。然則數家之說符合，累代之本不謬，若合他本有
錯可知他誤，云云。合又件本兩本有猶爲正。兩本比較書了。但件本一曆儒家仁宗、
統、增命五所家本也。令一本醍醐寺增本，專不可有錯者也。”跋文後有吉凶日記載，
最末寫有“天文生安倍”。

　D 天文臺本，1冊，51葉
　　封皮書簽有殘缺，殘存部分可見“二十八宿吉日考入”字樣。扉頁有“覺秀”和
“常樂院”朱印。正文部分首先是曆日吉凶相關的記載，其後寫有“大唐陰陽書卅二”，
其後爲曆序以及正月到 12月各月六十干支的曆注，12月曆注後有“大唐陰陽書卷卅

14國書刊行會編：《解題叢書》，國書刊行會，1916年，70頁。
15孫猛認爲《經籍訪古志》中著錄“《大唐陰陽書零本》二卷”爲吉田本，可能未寓目此本。《經籍

訪古志》中寫明爲寶素堂藏，與此本藏書印相符。
16國書刊行會編：《解題叢書》，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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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跋文與京大本基本相同，又多出數條17，最末條撰寫於應永 26年（1525）。此
外又附加有曆法相關方面的記錄。

　E 靜嘉堂本，1冊，46葉
　　外題和內題均爲“大唐陰陽書 全”，扉頁有“山田本”印，原來應爲山田以文藏
本。6月後有卷末跋文：“梵舜記 慶長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2月後跋文與國立天
文台本基本相同，但是前後曆法相關的記載較天文臺本略少。

　F 內閣本，1冊，5葉
　　外題和內題均爲“大唐陰陽書 全”，扉頁有“淺草文庫”、“和學講談所”及“書
籍館印”等印。現存的 5葉爲曆法相關的記錄，內容與靜嘉堂本相近，曆注部分不
存。

　　未題名《大唐陰陽書》但內容相似的鈔本有以下三種。

　G 島津家本，1冊，32葉
　　無內、外題，扉頁起爲 7月至 12月曆注。12月曆注後寫有“大唐陽陰曆書卷第
卅三”。在與天文臺本、靜嘉堂本相同的跋文之後，又多一則：“大永五年（1525）乙
酉菊月十日，右件書全部並立成記曆作之內悉認之”，或可據此推斷島津家本的成立
時間是大永 5年。跋文後有日期吉凶相關的“年下食”表。

　H 六地藏寺本
　　筆者未親見此本，僅參考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六地藏寺聖教寫真帳》。鈔
本正文前有貞觀 3年（861）6月 16日太政官符“應用長慶宣明曆經事”，以及元慶
元年（877）7月 22日太政官符“加行曆書二十七卷事”18，其後寫“開元大衍注抄”。
曆注部分較其他諸本簡略。末尾無跋文。

　 I 東北大學本，1冊，54葉
　　和算關係文庫藏《曆注》，分類爲林集書，原應爲林鶴一藏書。封面有外題“曆
注一”以及“亮淳。”在吉凶年、日記錄之後，有正月至 12月曆注，較A～F本內容
簡略。6月末，有“已上 上卷分了”，12月後有“下卷了”。其後爲曆法相關記錄。
　根據以上的調查，基本可以將鈔本的情況總結如下。吉田本、小島本卷末跋文
相同，曆注內容基本一致，應爲同一鈔本系統。根據跋文，這一系統最初的底本應
抄寫於嘉曆 2年，後藏於修理大夫安倍有春之手，清原宣顯於天文 11年再次抄寫。
京大本、天文臺本、靜嘉堂本以及島津家本有共通的跋文，應當是同一系統的鈔本。

17跋文方面，山下克明在《<大唐陰陽書>の考察――日本の傳本を中心に》一文中已進行過詳細
的研究與論證。

18廣瀨秀雄曾提及日本《大唐陰陽書》鈔本前有太政官符“加行曆書二十七卷事”，但沒有說明具
體爲何種鈔本，或爲六地藏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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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統鈔本最初的源頭是賀茂保憲本，賀茂保憲本所據底本不詳，但曾與大春日
真野麻呂所寫的“春家本上下”進行過對校。跋文作者所抄寫的這一鈔本爲宿曜師
仁宗等人的傳本，另一部用作對校的鈔本則藏於醍醐寺，但現狀不明。
　另一方面，這兩個系統的鈔本之間也頗有淵源。在陰陽道傳承方面，賀茂保憲將
曆道傳於其子賀茂光榮，天文道傳給弟子安倍晴明。山下克明據京大本最後寫有“天
文生安倍”，認爲這些鈔本均屬於安倍氏系統19。吉田本與小島本的跋文也提示其祖
本出自於安倍氏20。中村璋八則注意到，吉田本的抄寫者清原宣顯（宗尤）爲靜嘉堂
本上卷卷尾跋文中“梵舜”之祖父，由此判斷靜嘉堂本或也曾藏於吉田神社21。但吉
田本及小島本中都可以見到宗尤之名，難以認定即爲清原宣賢親筆。《大唐陰陽書》
一書經諸位曆法學者之手，傳抄時代自平安朝而至近世，不難想象還有更多鈔本存
世的可能。

三、《大唐陰陽書》與《大衍曆》
　前文已經提及，關於《大唐陰陽書》的性質，學界有兩種觀點――呂才《陰陽
書》和《大衍曆注》。廣瀨秀雄提及日本《大唐陰陽書》前有太政官符“加行曆書二
十七卷事”，27卷曆書中包括《大衍曆注》兩卷，《大唐陰陽書》即是這兩卷曆注22。
大谷光男則認爲《大唐陰陽書》只有兩卷，和呂才纂《陰陽書》卷數不符，不應爲
一書，而應爲《大衍曆注》23。孫猛據京大本跋文中提及大春日真野麻呂也曾抄寫此
書，而大春日真野麻呂生活時期日本行用《大衍曆》，因此認爲殘卷應該爲《大衍曆
注》24。中村璋八則認爲《大唐陰陽書》即爲呂才《陰陽書》，冠以“大唐”二字是爲
增加權威性25。山下克明認爲元慶元年（877）日本已經行用宣明曆，施行時應該附
加了曆注，但如果宣明曆注爲現存兩卷《大唐陰陽書》的話，那麼元慶元年 7月 22

日太政官符中加行 27卷曆書中的 2卷《大衍曆注》，應與兩卷《大唐陰陽書》無關。
而另一方面，《見在目》在曆數家類，有“曆例一”、“曆注二”，這些應該爲《大衍
曆》的曆例和曆注，如果《大唐陰陽書》其中兩卷爲《大衍曆注》的話，《見在目》中
特意抽出這兩卷另行著錄並不合理26。以上研究主要以《大唐陰陽書》現有鈔本的跋

19山下克明：《<大唐陰陽書>の考察――日本の傳本を中心に》，351頁。
20《經籍訪古志》中“此書兩卷以陰陽頭兼曆博土、從五位下賀茂保憲朝臣本所傅也”，不知爲卷 33

跋文，又或爲作者之判斷。若卷 33中有此記載，則可以認爲這兩個系統的鈔本其實源自於同一祖本。
21中村璋八：《<大唐陰陽書>考》，585頁。
22廣瀨秀雄：《日本史小百科 曆》，76頁。
23大谷光男：《日本古代の具注曆と大唐陰陽書》，3頁。
24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1553頁。
25中村璋八：《<大唐陰陽書>考》，589頁。
26山下克明：《<大唐陰陽書>の考察――日本の傳本を中心に》，345～3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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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爲中心，探討其傳入日本之後的傳抄情況。筆者希望考察鈔本的曆注部分，並對
以上的觀點做出回應。現存《大唐陰陽書》的鈔本A、B、C、D、E、G中，曆注部
分每月月首均記有當月的月建、各神煞方位以及節氣相關的內容，下面主要對其中
節氣相關的部分進行探討。
　這些鈔本中吉田本兩卷皆存，書法工整，曆注部分較爲完整，故錄文以吉田本
爲底本，以天文臺本進行校勘，1～6月部分以小島本參校，7～12月部分以京大本、
島津家本參校。

正月節，入月立春27，東風解凍、
::::::::::
侯小過外，四日

:::::::
大夫蒙，六日蟄蟲始振……

十日
::::
卿益，十一日魚上水（冰）28，十六日雨水……正月中獺祭魚、

::::
公漸，月

中後廿一日鴻雁來29……廿二日
::::
辟泰 ，廿六日草木萌動，廿八日

:::::::
侯需內。

（二月）節立日，驚蟄30、桃始華、
:::::::
侯需外，四日

:::::::
大夫隨，六日倉庚鳴，

十日
::::
卿晉，十一日鷹化爲鳩，十六日春分，二月中玄鳥至、

:::::
公解，廿一

日雷乃發聲，廿二日
:::::::
辟大壯，廿六日始電，廿八日

:::::::
侯豫內。

（三月）節立日，桐始華、清明31、
:::::::
侯豫外，四日

::::::
大夫訟，六日田鼠化爲鴽32，十

日
:::::
卿蠱，十一日虹始見……十六日穀雨，三月中萍浴（始）生33、

::::
公革……

廿一日鳴鳩拂其羽，廿二日
::::
辟夬，廿六日戴勝降桑，廿八日

:::::::
侯旅內。

（四月）立夏日34，螻蟈鳴、
:::::::
侯旅外，四日

:::::::
大夫師，六日蚯蚓出，十日

:::::
卿比，

十一日王瓜生，十六日小滿，四月中苦菜秀、
:::::::
公小畜，廿一日腐草死35，

廿二日
:::::
辟乾，廿六日小暑至，廿八日

:::::::::
侯大有內。

（五月）立節日，螳螂生、芒種36、
:::::::::
侯大有外，四日

::::::::::
大夫家人，六日鵙始鳴，

十日
::::
卿井，十一日反舌無聲37，十六日夏至，五月中鹿角解、

::::
公咸，廿一

日蟬始鳴，廿二日
:::::
辟姤，廿六日半夏生，廿八日

:::::::
侯鼎內。

（六月）立節日，溫風至、小暑38、
:::::::
侯鼎外，四日

:::::::
大夫豐，六日蟋蟀居壁，十日

:::::
卿渙39，十一日鷹乃學習……十六日大暑，六月中腐草爲營（螢）40、

:::::
公履，

27“正月節，入月立春”，天文臺本作“立春”。
28“魚上水”，天文臺本作“魚上冰”，據改。
29“月中後廿一日鴻雁來”，天文臺本作“廿二日鴻雁來”。
30“節立日，驚蟄”，天文臺本作“驚蟄，二月節”。
31“節立日，桐始華、清明”，天文臺本“清明，三月節，桐花始”。
32“鴽”，天文臺本作“始鴽”。
33“萍浴生”，天文臺本作“萍始生”，據改。
34“立夏日”，天文臺本作“立夏，四月節”。
35“腐草死”，天文臺本作“靡草薺死”。
36“立節日，螳螂生、芒種”，天文臺本作“芒種，五月節，螳螂生”。
37“反舌無聲”，天文臺本作“百舌無聲”。
38“立節日，溫風至、小暑”，天文臺本作“小暑，六月節，溫風至”。
39“卿渙”，天文臺本作“卿漁”。
40“腐草爲營”，天文臺本作“腐草爲螢”，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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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日土潤溽暑，廿二日
:::::
辟遁，廿六日大雨時行，廿八日

::::::::::::::
侯常（恒）內。

（七月）立秋日41，涼風至、
::::::::::::::
侯常（恒）外，四日

:::::::
大夫節，六日白露降，

十日
:::::::
卿同人，十一日寒蟬鳴，十六日處暑，七月中鷹乃祭鳥、

:::::
公損42，廿

一日天地始肅，廿二日
:::::
辟否，廿六日禾乃登43，廿八日

:::::::
侯巽內。

（八月）白露日，鴻雁來44、
:::::::
侯巽外，四日

:::::::
大夫萃，六日玄鳥歸45，十日

:::::::
卿大畜，十一日群鳥養羞……十六日秋分，八月中雷乃始收聲46、

:::::
公賁，

廿一日蟄蟲壞戶，廿二日
:::::
辟觀，廿六日水始涸，廿八日

:::::::
侯歸妹內47。

（九月）寒露日48，鴻雁來賓、
:::::::::
侯歸妹外49，四日

:::::::::
大夫无妄，六日雀入大水爲蛤50，

十日
::::::
卿明夷，十一日菊有黃花……十六日霜降，九月中豺乃祭獸、

::::
公困，廿

一日
:::::::::
草木黃落，廿二日辟剝，廿六日蟄蟲咸府（俯）51，廿八日

::::::::::::::::
侯良（艮）［内］52。

（十月）立冬日53，水始水（冰）54，
:::::::
侯艮外，四日

:::::::::
大夫既濟，六日地始凍55，

十日
:::::::
卿噬嗑56，十一日野雞入大水爲蜃，十六日小雪，十月中虹藏不見、

:::::::
公大過，廿一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廿二日

::::
辟坤，廿六日閉塞而成冬，廿

八日
:::::::::
侯未濟內。

（十一月）大雪日57，雞鳩不鳴58、
:::::::::
侯未濟外，四日

:::::::
大夫蹇，六日武（虎）始交59，

十日
::::
歸頤，十一日茘挺出，十六冬至，十一月中蚯蚓結、

:::::::
公中孚，廿一

日鹿角解60……廿二日
:::::
辟復，廿六日水泉動，廿八日

::::::
侯屯內。

（十二月）小寒日61，雁北鄉向62、
:::::::
侯屯外，四日

:::::::
大夫謙，六日鵲始巢，十日

41“立秋日”，天文臺本、京大本作“立秋，七月節”。
42“公損”，京大本作“同日公損”。
43“禾乃登”，天文臺本作“稻登”。
44“白露日”，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白露，八月節”，京大本作“立節日”。
45“玄鳥歸”，天文臺本、京大本作“玄鳥皈”。
46“雷乃始收聲”，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雷乃收聲”，京大本作“雷及收聲”。
47“侯歸妹內”，天文臺本作“侯皈妹內”。
48“寒露日”，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寒露，九月節”，京大本作“節立日”。
49“侯歸妹內”，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侯皈妹內”。
50“雀入大水爲蛤”，京大本作“雀入木水爲蛉”。
51“蟄蟲咸府”，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京大本作“蟄蟲咸俯”，據改。
52“侯良”，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侯艮内”，據改。
53“立冬日”，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立冬，十月節”，京大本作“節立日”。
54“水始水“，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京大本作“水始冰”，據改。
55“地始凍“，天文臺本作“地始冰”。
56“卿噬嗑“，島津家本作“卿嗑”。
57“大雪日”，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大雪，十一月節”，京大本作“節立日”。
58“雞鳩不鳴”，天文臺本作”鵙鳥不鳴“，島津家本作”鸎鳥不鳴“，京大本作”鶡鵙不鳴“。
59“武始交”，島津家本作”虎始交“，武應爲避諱字，此處據改。
60“鹿角解”，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京大本作“麋角解”，據改。
61“小寒日”，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作“小寒，十二月節”，京大本作“節立日”。
62“雁北鄉向”，島津家本作”雁北鄉“，京大本作“雁北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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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睽，十一日雞始□□、野雞始鳴63……十六日大寒，十二月中雞始乳，
:::::
公升，廿一日鷙鳥厲疫（疾）64，征鳥□65，廿二日

:::::
辟臨，廿六日水澤腹堅，

廿八日
:::::::::
侯小過內。

　　錄文中以下劃線“―”標註者爲七十二候，以下劃線“～”標註者爲六十卦。
　以七十二候配於各節令，可見於《呂氏春秋》、《禮記・月令》、《逸周書・時訓
解》之中，是各個季節的物候記錄。而以七十二候注曆始於北魏的《正光曆》。《正
光曆》中七十二候的配曆方式可見於《魏書》卷 107《律曆志》66：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鷄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啟戶
穀雨 桐始花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螻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蜋生
夏至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浸盛 陽氣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化爲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正光曆》中七十二候的分配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的《麟德曆》。一行奉唐玄宗
敕改曆，“推大衍之術，立衍以應之”67，撰《開元大衍曆經》。開元 16年（728年）

63“雞始□□、野雞始鳴”，島津家本、島津家本作“野雞始鳴”，京大本作”野雞□□，始鴝鳴“。
64“鷙鳥厲疫”，天文臺本、島津家本、京大本作“鷙鳥厲疾”，據改。
65“征鳥□ ”，諸本無。
66《魏書》卷 107《律曆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2680頁。
67《舊唐書》卷 191《方伎傳》、一行，5112頁。

123



《大衍曆》書成，開元 17年（729）頒於天下。
　一行在改曆的過程中，對七十二候注曆方式進行了修改，其事可見於《新唐書》
卷 27《曆志》：“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益，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
魏始載於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68一行因《正光曆》以來七十二
候與節氣之間的對應不合經義，而依照《逸周書・時訓解》重新進行了分配。一行修
改的結果可見於《新唐書》卷 34《曆志》“大衍步發斂術推七十二候、推六十卦”69：

恒氣 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 十一月中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侯屯 內卦
小寒 十二月節坎九二 雁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雊 侯屯 外卦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 內卦
立春 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 外卦 大夫蒙 卿益
雨水 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 內卦
驚蟄 二月節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侯需 外卦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二月中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 內卦
清明 三月節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豫 外卦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羽 戴勝降桑 公革 辟夬 侯旅 內卦
立夏 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 外卦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生 小暑至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 內卦
芒種 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大有 外卦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咸 辟姤 侯鼎 內卦
小暑 六月節離六二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 外卦 大夫豐 卿渙
大暑 六月中離九三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遯 侯恒 內卦
立秋 七月節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 外卦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七月中離六五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秀 公損 辟否 侯巽 內卦
白露 八月節離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巽 外卦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八月中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 內卦
寒露 九月節兌九二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花 侯歸妹 外卦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兌六五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剝 侯艮 內卦
立冬 十月節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雞入大水爲蜃 侯艮 外卦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 內卦
大雪 十一月節兌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茘挺出 侯未濟 外卦 大夫蹇 卿頤

　也即《正光曆》以“虎始交”作爲冬至第 1候，而這在《大衍曆》中是大雪第 2

候。除去分配的不同之外，《正光曆》與《大衍曆》中七十二候的表述也不盡相同70，
《大衍曆》依據《逸周書・時訓解》這點已經明確，《正光曆》所據《易軌》雖已不存，
但其主要內容不出《禮記・月令》中對物候的表述。
　七十二候之外，《大唐陰陽書》中還將六十卦分配於十二月。六十卦最早用於國
家正式的曆法，應該是三國吳的《乾象曆》。《晉書》卷 17《律曆志》記載《乾象曆》
中的“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
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

68《新唐書》卷 27《曆志》，598頁。
69《新唐書》卷 34《曆志》，1234頁。
70芸始生、始雨水、蟄蟲啟戶、糜草死、蟬始鳴、木槿榮、暴風至、殺氣浸盛、陽氣始衰、冰益壯、

地始坼等僅見於《正光曆》。鷙鳥厲疾、水澤腹堅、草木萌動、鳴鳩拂羽、靡草生、大雨時行、禾乃秀、
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等則僅見於《大衍曆》，也即《逸周書・時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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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倍其小餘。”71一行引用《孟氏章句》，對《乾象曆》以來的主要以京氏卦氣說爲主
的配卦方式進行了批判。

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
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
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
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曆以降，皆
因京氏。惟天保曆依易通統軌圖。自入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
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郞顗所傳，卦皆
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爲四正
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72。

　　以一年爲 3651
4
日，如果以六十卦配，則每卦值 6 7

80
日，也即六日七分。京氏以

坎、離、震、兌四正卦值二分二至日的話，就要將坎、離、震、兌卦之前的頤、晉、
井、大畜四卦值 514

80
日，即五日十四分。坎、離、震、兌值 73

80
日。這也即是《乾象

曆》以來的配卦方式。但一行則認爲以坎、離、震、兌四正卦值日，僅僅是爲附會緯
書。因此在《大衍曆》中，不以四正卦值日。一行又將除四正卦外的六十卦分爲辟、
公、侯、卿、大夫五等，每組十二卦。辟卦即爲各月的主卦，以示陰陽盛衰之象。又
進一步將侯卦（未濟、屯、小過、需、豫、旅、大有、鼎、恒、巽、歸妹、艮）分爲
內、外卦73。（參前引“大衍步發斂術 推七十二候、推六十卦”）
　不難看出，《大唐陰陽書》中的七十二候及六十卦是與《大衍曆》相符的。由於
一行對此進行了大規模修改，這些內容在呂才編纂《陰陽書》時尚且不存。因此，將
《大唐陰陽書》的鈔本視爲《大衍曆注》更爲合理。《大衍曆》的配卦方式對後世影響
很大。敦煌本曆書中記有七十二候的寫卷，主要集中於歸義軍時期，均採用《大衍
曆》中的七十二候，但未見有六十卦的記載74。敦煌本以外，現存清鈔本宋曆《宋寶
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曆》75（1256）中七十二候與六十卦的內容，也均與《大
衍曆》一致。
　鈔本中另有兩處避諱值得注意。其一爲七十二候中 11月“虎始交”作“武始交”

（吉田本、京大本、天文臺本、島津家本）。其二爲六十卦中 6月與 7月中的“恒”卦
71《晉書》卷 17《律曆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509頁。
72《新唐書》卷 27《曆志》，298頁。
73關於卦氣說的探討，聚訟紛紜，此處暫不涉及。參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1934年商務

印書館初出），《三松堂全集》（卷 3），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57–62頁。張培瑜、徐振韜、盧央：
《曆注簡論》，《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4年第 1期，101–108頁。陳侃理：《京房的<易>
陰陽災異論》，《歷史研究》2011年第 6期，73頁。

74參考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
75《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曆》，宛委別藏本，《叢書集成三編》第 29冊，新文豐出版公

司，597–6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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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常”卦（吉田本、小島本、天文臺本）。綜合二字考慮，應當是避唐諱。“虎”改作
“武”應是避唐高祖祖父李虎諱，“恒”改作“常”應是避唐穆宗李恒（在位：820–824）
諱。據此可以推測，現存鈔本的祖本應該成立於唐穆宗即位以後。

四、《大衍曆注》在日本的行用
　日本自 7世紀末持統朝（645–703）開始使用中國曆法，當時行用的是《元嘉曆》
和《儀鳳曆》。《元嘉曆》爲中國南朝宋的曆法，《儀鳳曆》是《大衍曆》行用之前的
《麟德曆》，因於唐儀鳳年間（676–679）傳入日本，在日本被稱爲《儀鳳曆》。此後
日本又於天平寶字 8年（764）改用《大衍曆》，天安 2年（858）起與《大衍曆》並
用《五紀曆》。同一時期的唐朝，在《大衍曆》之後，曾頒行過《五紀曆》（寶應元年
<762>～興元元年<784>）、《正元曆》（興元元年<784>～元和元年<806>）、《觀
象曆》（元和元年<806>～長慶元年<821>）和《宣明曆》（長慶 2年<822>～景福
元年<892>）。日本方面也於貞觀 4年（862）再次改曆，用《宣明曆》，並一直沿用
至貞享 2年（1685）。但當時日本的《宣明曆》似乎並不完整，後來又加行 27卷曆
書，其事可見於元慶元年 7月 22日太政官符。

應加行曆書廿七卷事。
大衍曆經一卷 曆議十卷 立成十二卷 略例奏草一卷 曆例一卷 曆注兩卷
右得中務省觧偁，陰陽寮觧偁。頭從五位下兼行曆博士家原朝臣鄉好牒
狀云。謹撿案內，依去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九日 敕書以大衍曆經勘造曆
日既尚矣。而貞觀三年六月十六日格偁，停大衍舊曆，用宣明新經者。據
此新經，造進御曆，漸經年序。今撿件宣明經目錄，唯有勘經術之書，無
相副曆議之書。望請依前後格，相副大衍、宣明兩經，爲道業經，但勘
造曆日，用宣明經者。寮覆牒狀，所陳有道，仍申送者，省依解狀，謹請
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奉 敕依請76。

　　曆博士家原鄉好因《宣明曆》無“曆議之書”，請求加行《大衍曆》相關的 27卷
曆書。《大衍曆》的曆議之書能夠在《宣明曆》時代繼續使用，應該是由於《宣明曆》
在“步發斂術”的曆注方面直接繼承了《大衍曆》的內容。《新唐書》卷 30《曆志》
記載：

（《宣明曆》）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
則稍增損之，更立新數，以步五星。……他亦皆準大衍曆法。

76《類聚三代格》卷 17“文書並印事”，“國史大系本”25卷，吉川弘文館（1936年初出），2000
年，5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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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即使將《宣明經》相附“曆注”視爲“宣明曆注”，其內容也應與《大衍曆
注》無別。《宣明曆》在中國頒行時，正值唐穆宗在位。由於《大唐陰陽書》鈔本中
有對唐穆宗的避諱，或許可以認爲這一鈔本在中國的祖本，完成於中國《宣明曆》行
用時期。因曆注方面沒有新的變化，故而繼承《大衍曆注》之名而沿用下來。在此
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推斷鈔本中題有“上、下”之處，並非是指《大唐陰陽書》的上
下。京大本中“大唐陰陽書卷卅三 下卷 開元大衍曆注”，應是指《大唐陰陽書》卷
33，《開元大衍曆注》下卷。吉田本中前半部分作“大唐陰陽書卅二 上”，後半部分
作“大唐陰陽書卅三 下”，但內容連續，因此如果將其視爲《大唐陰陽書》卷卅二
上及《大唐陰陽書》卷卅三下，似乎不妥。吉田本扉頁題有“長曆”，卷 32末尾處
題有“曆注 上”及“長曆 上”，因此可以認爲卷卅二上和卷卅三下應該是表示《大
唐陰陽書》卷 32、33，《曆注》及《長曆》上、下。此處題名爲《長曆》的原因，筆
者推測可能是這一系統祖本的抄寫者將此書的性質判定爲《長曆》。《大衍曆》書成
之後，張說上《賀大衍曆表》，其中有“曆數既在於聖躬，卜年又表於長曆”之辭77。
《長曆》中最著名者當屬《春秋長曆》，是杜預研習《春秋左氏傳》所作78。原書明代
已佚，纂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杜預書 15卷爲《春秋釋例》，可以
一窺《春秋長曆》之面貌，是對《春秋左氏傳》中年月朔閏進行推算的曆書79。若非
爲《春秋》所作之長曆，可以想象其內容與現存《大唐陰陽書》頗有相似之處。而京
大本系統的鈔本，也在傳抄過程中逐漸不見“大衍曆注”之名，或可說明在傳抄過程
中，抄寫者對此書的性質也日漸模糊。
　那麼這兩卷之外的《大唐陰陽書》全本又爲何書，是否與呂才《陰陽書》相關
呢？ 就目前的信息，似乎無法做出明確的判斷。孫猛指出現存《大唐陰陽書》卷 32

與卷 33爲《大衍曆》之《曆注》，確爲的見，但其後稱“《大唐陰陽書》著者，抄此
入其書”80，不知其所據。《陰陽書》散佚較早，中日學者都對其做過輯佚。雖然《見
在目》中未載《陰陽書》，但日本學者自日本典籍《和漢朗詠注略抄》、《朝野群載》、
《小右記》、《臺記》、《吉日考秘傳》、《曆林問答集》等中輯出的部分，均作“陰陽書
云”、“陰陽書曰”，而不見《大唐陰陽書》之名81。或許在引用過程中略去“大唐”二
字，但這些內容不見於現存《大唐陰陽書》鈔本。
　敦煌文獻中還保留了一份題名爲《陰陽書》的寫本P.2534，首殘尾全，尾題“陰

77《全唐文》卷 223，張說《賀大衍曆表》，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年，2252頁上。
78《晉書》卷 34《杜預傳》：“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

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1031頁。
79參考渡邉義浩：《杜預の春秋長曆について》，《東洋研究》155，2005年 1月，99–122頁。
80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詳考》，1553頁。
81新美寛編，鈴木隆一補：《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

年。山下克明：《<大唐陰陽書>の考察――日本の傳本を中心に》，357–3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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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書卷第十三 葬事”82。此卷殘存部分記載了 9月至 11月各月中“葬、殯埋、啟殯、
斬草”等吉凶，特別標註了“金雞鳴、玉狗吠”日以及五姓用事的吉凶。僅以目前所
存《大唐陰陽書》鈔本與P.2534進行對比，二者在形式和內容上都非常相近。雖然
無法論斷是否爲同書，但不可否認，二書在編纂思路上確實非常一致。P.2534最後
爲滅門大禍日歲月的推算表格“立成法第十二”以及“滅門大禍日立成法第十三”。
寫卷最後，對滅門日和大禍日進行了說明：“凡葬及斬草日値滅門日，妨害深重，不
可用。若值大禍日者，被劫盜。”滅門日和大禍日均爲凶日，不可在當日舉行葬禮或
斬草的儀式。現存《大唐陰陽書》吉田本、小島本、京大本、天文臺本、島津家本
中也有對滅門、大禍日的標註，基本都注於欄外，吉田本、小島本、京大本爲朱筆，
島津家本爲墨筆，同樣出現在的欄外的還有“狼藉”一詞。在日本陰陽道文獻《曆林
問答集》中，有對這三種日期的解釋：

或問：滅門、太禍、狼藉何也？ 答曰：《宿曜經》云，一月之內，三個
之凶日，一切不可以舉行。慎而能慎。若犯滅門日者，家門亡。若犯太
禍日者，口舌發不休息。若犯狼藉日者，所作不宜，萬事散失，凶也83。

　　滅門日、大禍日、狼藉日在日本也被視爲凶日，但已經不限於葬事，而是“一切
不可以舉行”。而根據古川麒一郞對日本具注曆的研究，中世後半期在具注曆欄外用
朱筆所寫滅門日、大禍日、狼藉日的傳統，最早見於 11世紀成立的《御堂關白記》，
其中寫有滅門日84。敦煌所見的具注曆中，也會用朱筆在欄外注蜜日、社日、三伏日、
人神、日遊等，雖然蜜日有“蜜日不吊死問病”的傳統，但其他特殊的吉凶日並不會
在欄外標註85。在欄外寫滅門日、大禍日、狼藉日的做法，應該是日本方面形成的傳
統86。《宣明曆》在日本一直行用至貞享 2年（1685），是日本使用時間最長的曆法。
《大衍曆注》作爲參考書也一直久經行用，因此現存的《大唐陰陽書》卷 32、33的鈔
本，也在日本曆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被附加了新的內容。

82參見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一書中的解題，70–71頁。
83《曆林問答集》是應永 11年（1414），賀茂在方基於賀茂家在關於曆數的秘說《曆林》十卷，而

以問答形式編纂的解釋曆法相關知識的書籍。中村璋八：《<曆林問答集>本文とその校訂》，《駒澤大
學外國語部硏究紀要》7號，1978年 3月，1–48頁。

84古川麒一郞：《序》，大谷光男等編，《日本曆日總覽 具注曆篇》（中世前期），本の友社，1992年。
85參考趙貞：《中古曆日文化社會意義探析――以敦煌所出曆日爲中心》，《史林》，2016年 3月，

64–75頁。
86在滅門日、大禍日、狼藉日之外，《大唐陰陽書》鈔本中還有不少朱筆注釋，也非源自中國的曆

注傳統，關於這點留待日後另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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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常見於南北朝隋唐之際的《陰陽書》，今已全部散佚。日本公私藏書機構中藏有

6種題名爲《大唐陰陽書》的鈔本，另有 3種形式相近的曆書。通過對諸鈔本的調查，
基本可以判定這些鈔本主要分爲兩個系統：吉田本、小島本爲同一系統，京大本、天
文臺本、靜嘉堂本以及島津家本爲同一系統。這兩個系統的鈔本，應該均與天文博
士安倍氏相關。對於這些鈔本的性質，學界一直以來有兩種見解：呂才《陰陽書》和
《大衍曆注》。筆者注意到，這些鈔本各月月首所記載的七十二候和六十卦的分配方
式與《大衍曆》的記載相同。這種分配方式經一行進行大規模修改，在呂才編纂《陰
陽書》時尚且不存。因此，《大唐陰陽書》的卷 32、33鈔本所載內容當即《大衍曆
注》。《宣明曆》傳入日本時並不完整，因此又加行了《大衍曆》的 27卷“曆議之書”。
《大衍曆注》能在《宣明曆》行用時繼續使用，是因《宣明曆》在曆注方面完全繼承
了《大衍曆》內容。《大唐陰陽書》鈔本中又避唐高祖祖父李虎諱及唐穆宗李恒諱，
基本可以判定現存鈔本的祖本應該成立於唐穆宗即位以後。日本宣明曆法行用時期
（862–1685）很長，《大唐陰陽書》在這一過程中也被附加了日本在曆注方面形成的
新傳統。

（作者爲京都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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